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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李明贤，李琦斓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 31 个地市共 39 家农村商业银行 2013—2020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无导向 DEA-Malmquist 模型测算

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然后采用系统 GMM 方法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
从金融科技发展的多个维度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各维度来看，金融科
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科技发展对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农村商业银行效
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金融科技发展对规模较小的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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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LI Mingxian，LI Qilan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9 rural commercial banks in 31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has been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Nonoriented DEA Malmquist model, the influence and
heterogeneity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rural commercial banks have been tested empirically by adopting
the system GMM method, and the research result has been confirmed by robust test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both in general and in all dimensions. It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eijing Tianjin Hebei regi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also a more noticeabl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small-scale rural commercial banks.
Keywords: financial technology; input-output;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金融科技因为其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成
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1]。金融科技融合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创造
新的模式、业务、流程与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造
成重大影响[2]。金融科技具有低成本、广覆盖、精
准服务的显著优势[3]，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引

擎，推动了农业产业链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科技
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与发展引起了各方面的广
泛关注和重视[4]。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
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商业银行是农
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在新兴金融科技平台及大型
商业银行运用金融科技突破地理位置限制而下沉
农村的情况下，其受到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大。效率
作为农村商业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5]，
是农村商业银行进行金融科技创新决策时首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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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因素。那么，金融科技发展是否会提升农村商
业银行效率？其提升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机理是
什么？金融科技发展对不同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
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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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商业银行科学制定金融科技发展战略，更好地

商业银行作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其服务对象主要

服务乡村振兴。

是县域经济主体，具有规模小、风险大、实力弱、

目前关于金融科技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
成果比较丰富。刘程[6]以

2011—2019 年我国商业银

人才缺乏等特点，因此金融科技对其效率的影响必
然不同于其他商业银行。本文拟从银行业务开展的

行向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发放的 54119 笔贷款为样本，

微观视角研究金融科技影响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

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改善信息不对称和促进银行

机理，然后运用无导向 DEA-Malmquist 模型对我国

竞争，使商业银行以更低的贷款利率和更宽松的担

39 家农村商业银行 2013—2020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保要求发放数额更大、期限更长的贷款，有助于改

进行测算，并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地市

善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杨望等[7]以

级数据，检验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

145 家

商业银行为样本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金融创新、

影响及其异质性，再从金融科技发展的多个维度对

技术溢出和市场竞争，促使商业银行改善资产端结

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期为农村商业银行的

构和创新负债端业务，显著提升商业银行效率。李

数字化转型和更好服务“三农”提供借鉴。

琴和裴平[8]以

15 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研究发现，

银行系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减少资金成本和固定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资产投入，增加利息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同时提

1．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高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收入效率，进而提高商业

金融科技发展是通过影响农村商业银行的业

银行的经营效率。但李运达等[9]以

29 家上市商业银

务开展来影响其效率的。农村商业银行效率指农村

行为样本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现阶段的金融科技投

商业银行在经营发展中的投入产出比或是成本收

入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悖论，效应传递渠道存在阻

益比，反映其通过有限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

滞，正向影响不显著。同时，也有学者进一步分析

能力[13]。因此，本文从减少投入和增加产出两个方

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异质性影响。杨

面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望等[7]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股份制银行和东部地

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下，由于农村小微经济主体

区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具有

地理位置分散，相距较远，农村商业银行网点多，日

业务创新能力强、决策层年轻化、跨区域经营程度

常运行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撑。其金融业务开

高等特征的商业银行更容易受金融科技的影响而

展的决策链条长、手续多，必然导致各项交易费用支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出多。金融科技发展带来技术创新，大数据、云计算、

关于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创新的研究主要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应用到农村商业银行

集中在农村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与金融普惠方

的金融活动中，可节省原有各项投入，从而提升农村

面。董晓林等[10]研究数字化转型在农村商业银行金

商业银行效率[14]。一是金融科技发展减少了农村商

融普惠与盈利目标之间的调节作用，发现数字化转

业银行人力投入。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智能客

型能有效缓解金融普惠对盈利能力的负向作用，更

服逐渐替代传统人工客服，可以全天候为客户提供

通[11]研究发现，

好地平衡二者的关系。朱太辉和张彧

业务咨询、产品解释与推荐等标准化金融服务。智能

农村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头部机构全方位

柜员机等自助设备逐渐替代传统柜员为客户提供开

探索、中部机构向数字化迈进、而尾部机构还处在

卡、存取款、购买理财产品等烦琐业务的自助办理，

信息化初期的梯队特征。李明贤和陈铯[12]认为，金

减少了重复性工作的人工参与度，释放了农村商业

融科技技术的应用从信用评价、调查技术和风险监

银行的人力资源，节约了人力成本。二是金融科技发

测方面改进了涉农金融机构的授信方式，从而提升

展可以降低农村商业银行物理网点投入。基层网点

其金融普惠能力。

多、密集且遍布城乡是农村商业银行的传统优势[15]，

综上，专家学者笼统地以商业银行或上市银行

但物理网点的租金、装修等高昂成本也是农村商业

为样本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银行运营成本高的原因之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

还没有学者专门针对农村商业银行进行研究。农村

推动了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点转型[11]。农村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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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技术的支撑下进行“线上+线下”双线网点建

效防范因自然灾害、农产品滞销等导致的农户无法

设，裁剪低效能物理网点，建设智能化、轻型化网点，

还贷的风险，降低坏账率和逾期率。三是农村商业

实现了业务渠道的迁移，减弱了对传统物理网点的

银行借助金融科技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20]，通过探

依赖，能有效降低网点设置成本。三是金融科技发展

寻利润新增长点增加产出。农村商业银行利用大数

可以减少农村商业银行的各项交易成本[16]。在获客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客户的金融需

方面，农村商业银行借助金融科技应用进行金融场

求进行综合分析，量身打造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个

景建设，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搜集处理潜在客

性化的金融服务，并实时观测产品和服务反馈，及

户数据，打破了传统经营中面对面谈判的获客模式，

时调整和更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了多样化的农

有效降低了获客成本。在授信方面，农村商业银行依

村金融需求，也提高了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适配

托新兴技术对农户生活缴费、农业生产经营等大量

性，使不同类型的客户都能获得适配的金融支持，

相关信息进行智能化审核，缩短了信贷审查流程，有

拓宽农村商业银行收入来源，有利于产出增加。

效降低了授信成本。在贷后管理方面，农村商业银行

综上，金融科技发展从两方面影响农村商业银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客户交易行为进行实

行效率（图 1）：一是减少农村商业银行的投入，

时动态监控，打破了传统的定期实地追踪调查管理

包括减少人力投入、降低网点设置成本、减少各项

模式，较大程度地降低了农村商业银行的风控成本。

交易成本。二是增加农村商业银行的产出，包括扩

受限于物理网点布局[17]、农业生产高风险[18]和

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减少呆账坏账、创新金融产品

单一且同质化的农村金融产品服务[19]，在传统经营

和服务。因此，基于投入产出视角，金融科技发展

模式下农村商业银行存在金融服务覆盖面较小、呆

有利于提升农村商业银行效率。故提出本文假设 1：

账坏账较多、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等问
题，不利于产出。金融科技的发展为上述问题提供

H1：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产生正
向影响。

了创新性解决方案，能通过增加产出提升农村商业

减少人力投入

银行效率。一是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农村商业银行
打破传统金融服务的“二八定律”，扩大金融服务
覆盖面[3,20]。农村商业银行借助金融科技应用开辟
线上渠道，突破了空间限制，金融服务能覆盖物理
网点难以触及的偏远地区，拓展了金融服务半径。

降低网点设置成本
金
融
科
技
发
展

减少投入

减少各项交易成本
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

而且农村商业银行能利用大数据综合分析更多潜

减少呆账坏账

在客户的征信状况，并通过接入电商购物、生活缴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增加产出

提
升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效
率

费等场景吸引更多农户及小微企业参与农村金融，
使金融服务覆盖传统模式无法触达的尾部客户，拓
展客户群体，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二是金融科
技有助于农村商业银行精准识别客户风险，提升风
险管理能力，减少呆账坏账[21]，提升获利水平。与

图 1 金融科技发展影响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机理图

2．金融科技发展影响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异
质性分析
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赋能作用的大小很大

基于历史数据分析风险的传统风险识别方式不同，

程度取决于商业银行本身的科技创新和金融科技运

农村商业银行借助金融科技可以打造智能风控系

用能力，而商业银行科技创新和金融科技运用能力

统，从不同渠道挖掘并整合客户身份及行为信息，

的大小受到经济区位、资产规模等因素的影响[7]。因

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多维度、全方位地识别客户

此本文区分农村商业银行所处经济区位、资产规模

风险特征，实现对客户风险的高效精准评估，也有

两个因素，进一步就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

助于寻找优质客户资源。同时，智能风控系统可以

效率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

对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资金流向等进行动态
化实时监测，对风险信号进行及时捕捉和预警，有

从农村商业银行所处经济区位来看，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地区在市场化水平、金融体系完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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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储备、硬件基础设施等方面都相对领先[22]，创造

化为可贷资金发放贷款。因此，本文借鉴李兴华等[26]

了良好的金融科技发展环境。而良好的金融科技发

的研究，将存款（Intermediate）视为中间产品，构

展环境是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造无导向 DEA-Malmquist 模型测算 39 家农村商业

《2020 年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

银行 2013—2020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作为农

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地区已形成三大世界级金融

村商业银行效率指标。

科技高地，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已成为全球金融

将时期 t 农村商业银行 q 的投入、产出和中间

科技中心。由此，本文推断，金融科技发展对不同经

产品分别设为𝑋𝑞𝑡 、𝑌𝑞𝑡 、𝑍𝑞𝑡 ，同时考虑投入、产出，

济区域农村商业银行的效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可能

并将存款作为中间产品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表

在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

示如下：

的影响更显著。故提出本文假设 2：
H2：在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金融科
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更显著。
从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来看，虽然资产规模
较大的农村商业银行资金实力雄厚，客户基数较大，
在金融创新方面具有先天优势[7]，但资产规模较大
的农村商业银行拥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和较好的经
济发展条件，已经吸纳了较优质的客户资源，良好
的生存环境和较好的盈利能力使得其对金融科技

𝑀=[

𝐷𝑡 (𝑋𝑞𝑡+1 ，𝑌𝑞𝑡+1 ，𝑍𝑞𝑡+1 )
𝐷𝑡 (𝑋𝑞𝑡 ，𝑌𝑞𝑡 ，𝑍𝑞𝑡 )

×

𝐷𝑡+1 (𝑋𝑞𝑡+1 ，𝑌𝑞𝑡+1 ，𝑍𝑞𝑡+1 )
𝐷𝑡+1 (𝑋𝑞𝑡 ，𝑌𝑞𝑡 ，𝑍𝑞𝑡 )

1/2

]

（1）

参考 Holod 和 Lewis[27]提出的“归并优化模型”，
构建无导向 DEA 模型求解𝐷𝑡 (𝑋𝑞𝑡 ，𝑌𝑞𝑡 ，𝑍𝑞𝑡 )：
−1

[𝐷 𝑡 (𝑋𝑞𝑡 ，𝑌𝑞𝑡 ，𝑍𝑞𝑡 )] = 𝑀𝑎𝑥𝜃𝑞𝑡
∑𝑘𝑘=1 𝑋𝑘𝑡 𝜆𝑡𝑘 ≤ 𝑋𝑞𝑡 (2 − 𝜃𝑞𝑡 )
∑𝑘𝑘=1 𝑍𝑘𝑡 𝜆𝑡𝑘 = 𝑍𝑞𝑡
𝑠. 𝑡
∑𝑘𝑘=1 𝑌𝑘𝑡 𝜆𝑡𝑘 ≥ 𝑌𝑞𝑡 𝜃𝑞𝑡

（2）

𝜆𝑡𝑘 ≥ 0，𝜃𝑞𝑡 ≥ 1
{
在式（2）中，𝜆𝑡𝑘 表示农村商业银行 q 的生产率

带来的机遇和可能面临的竞争压力并不敏感 [23,24]。

在所有农村商业银行 k(k=1,2,…,k)的生产率排序上

而且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即使是经营状况较好、

的权重。用 t+1 替换式（2）中的 t，可以求得

规模较大的农村商业银行，其资金实力、科技研发

𝐷 𝑡+1 (𝑋𝑞𝑡+1 ，𝑌𝑞𝑡+1 ，𝑍𝑞𝑡+1 )。进一步，用𝑋𝑞𝑡+1，𝑌𝑞𝑡+1 ，

能力和科技人员素质等都相形见绌，对金融科技发
展带来的赋能作用吸收较慢。但相比而言，规模较
小的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发展条件更差，转型压力
更大，更容易受金融市场竞争和金融科技发展的影
响[7]，更加主动地寻求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借

𝑍𝑞𝑡+1，𝜀𝑞𝑡+1分别替换式（2）中的𝑋𝑞𝑡 ，𝑌𝑞𝑡 ，𝑍𝑞𝑡 ，𝜃𝑞𝑡 ，
可以获得𝐷 𝑡 (𝑋𝑞𝑡+1 ，𝑌𝑞𝑡+1 ，𝑍𝑞𝑡+1 )，再进一步将 t 与
t+1 互换，可以获得𝐷 𝑡+1 (𝑋𝑞𝑡 ，𝑌𝑞𝑡 ，𝑍𝑞𝑡 )。最后将上
述距离函数依次代入式（1）可以计算出农村商业银
行的无导向 DEA-Malmquist 指数。

助金融科技进行全方位的创新，至少在短期内能够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

快速吸收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赋能作用，从而实现

商业银行所在地市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参考邱晗

效率的提升。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3：

等[28]的实证研究，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H3：金融科技发展对资产规模较小的农村商业
银行效率的影响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1．变量选取与衡量
（1）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沈悦和郭品[23]以及

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其进行度量。该指数同
时考虑了金融科技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可以对金融
科技发展水平进行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29]，更好地
定量刻画各地市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及其演变趋势。
（3）控制变量。根据以往文献研究发现，宏观
经济环境变化和银行微观特征差异均会对商业银

杨望等 [7] 的研究，选取农村商业银行的固定资产

行效率产生显著影响[7,23,26,30]。在宏观经济发展层面，

（Input1）和营业费用（Input2）作为投入指标，以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带来较大的资金需求，从而

贷款总额（Output1）和税前利润（Output2）作为产

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息等各项收入[31]，是影响商业银

出指标。由于存款角色难以界定，其不同归属会导

行效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范亚辰和田雅群[30]的

致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有偏估计[25]，同时考虑到农

研究，同时考虑到变量的指数增长趋势，选取农村

村商业银行在实际经营中先吸纳储蓄，然后将其转

商业银行所在地级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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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衡量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在银行微观特征层面，

贷款质量、银行抗风险能力，𝜇𝑖 为固定效应，𝜀𝑖,𝑡 为

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对商业银

随机误差项。𝛽1 、𝛽2 、𝛽𝑗 分别表示农村商业银行全

行效率有显著影响[26]。本文参考李兴华等[26]的变量

要素生产率一阶滞后项、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及控制

设计，用存贷比衡量农村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能力，

变量对农村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

用股东权益与总资产之比衡量农村商业银行的抗

另外，本文考虑到农村商业银行所处经济区位、

风险能力。同时，结合顾海峰、邱晗等[28,32]的研究，

自身资产规模存在差异，在对总样本回归的基础上，

将资本充足率也纳入银行抗风险能力的衡量指标。

进一步区分农村商业银行所处经济区位、自身资产

另外，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

规模对样本银行进行分组回归，从而研究金融科技

中占较大比重，贷款质量必然影响商业银行效率[31]，

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异质性影响。

因此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对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

四、数据来源及计量结果分析

质量进行衡量。
2．模型设定与实证策略

1．样本及数据说明

考虑到农村商业银行效率具有时间连续性特

囿于农村商业银行数据可得性，笔者通过查阅

征，且银行资产配置能力、银行贷款质量、银行抗

Bank Focus 数据库和各农村商业银行年报，剔除数

风险能力与农村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互为

据缺失严重的农村商业银行，最终采用 39 家农村

因果的联立关系，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23]。因此，

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样本银行所在地市涉及我

本文借鉴沈悦和郭品[23]的研究设计，将农村商业银

国 16 个省、直辖市的 31 个地市。同时考虑到 2013

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阶滞后项纳入解释变量，建立

年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33]，且金融科技在近几年

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

得到较大发展，因此样本区间为 2013—2020 年。其

（SYSGMM）进行估计。

中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
研 究中 心发布 的数 字普惠 金融 指数（ 第三 期，

𝑀𝑖,𝑡 = 𝛽0 + 𝛽1 𝑀𝑖,𝑡−1 + 𝛽2 𝐹𝐼𝑁𝑇𝐸𝐶𝐻𝑡 +
∑𝑛𝑗=3 𝛽𝑗 𝐶𝑂𝑁𝑇𝑅𝑂𝐿𝑗,𝑖,𝑡 + 𝜇𝑖 + 𝜀𝑖,𝑡

（3）

式（3）中，𝑀𝑖,𝑡 为农村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

2011—2020 年）。农村商业银行微观数据主要来源
于 Orbis Bank Focus 数据库和各农村商业银行年报，

𝑀𝑖,𝑡−1 为农村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阶滞后项，

缺失值利用插值法进行预处理。地市层面经济数据

𝐹𝐼𝑁𝑇𝐸𝐶𝐻𝑡 为农村商业银行所在地级市的金融科技

主要来源于 EPS 数据平台 V2.0，相关缺失数据根

发展水平，𝐶𝑂𝑁𝑇𝑅𝑂𝐿𝑗,𝑖,𝑡 表示该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据各地市统计公报进行补充。变量定义见表 1。

包括宏观经济发展水平、银行资产配置能力、银行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设计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M

无导向 DEA-Malmquist 指数

核心解释变量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FINTECH

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

控制变量

宏观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

银行资产配置能力

DL

存贷比×100

银行贷款质量

NPL

不良贷款率×100

ETA

(股东权益/总资产)×100

CAR

资本充足率×100

银行抗风险能力

2．农村商业银行无导向 DEA-Malmquist 指数
测算结果分析

指数大于 1 表明农村商业银行效率有所提升。总体
来看，39 家农村商业银行 2013—2020 年的无导向

笔者利用 MaxDEA Ultra 软件测算 39 家农村商

DEA-Malmquist 指数平均值为 1.074215139，说明

业银行 2013—2020 年的无导向 DEA-Malmquist 指

2013—2020 年农村商业银行的效率有提升。从各时

数（表 2），指数小于 1 表明农村商业银行效率有

期 来 看 ， 全 部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的 无 导 向 DEA-

所下降，
指数等于 1 表明农村商业银行效率无变化，

Malmquist 指数均值仅在 2014—2015 时期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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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效率出现下降趋势，但在 2015—2016 时期的指

影响。从分类角度来看，每类农村商业银行 2013—

数均值达到了各时期均值的最大值 1.135488579，

2020 年的指数平均值都大于 1，说明在金融科技快

即效率出现快速的提升，这一数据的变化一定程度

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类农村商业银行顺应潮流，积

反映了金融科技发展给农村商业银行带来的积极

极求变，确保了自身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竞争力。

表 2 农村商业银行无导向 DEA-Malmquist 指数测算结果（2013—2020 年）
按经济区位分类

时期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

按资产规模分类
其余地区

资产规模较大

资产规模较小

全部农村商业银行

2013—2014

1.028 246 948

1.055 568 219

1.032 436 896

1.036 778 131

1.034 551 857

2014—2015

0.967 043 511

1.105 137 163

1.058 431 161

0.936 258 766

0.998 911 277

2015—2016

1.091 643 058

1.281 640 314

1.166 144 301

1.103 219 397

1.135 488 579

2016—2017

1.095 683 725

0.989 699 641

1.057 498 033

1.085 676 203

1.071 225 859

2017—2018

1.112 450 8

1.061 320 261

1.062 992 909

1.140 292 009

1.100 651 445

2018—2019

1.042 487 379

1.085 938 079

1.080 553 936

1.022 999 23

1.052 514 464

2019—2020

1.115 110 103

1.163 003 794

1.139 614 298

1.112 002 699

1.126 162 493

均值

1.064 666 503

1.106 043 924

1.085 381 648

1.062 460 919

1.074 215 139

注：表中列示值为每类农村商业银行在对应时期的平均值，均值为每类农村商业银行 2013—2020 年整个时期的均值

3．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总体
影响

可以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Sargan 检验的
P 值为 0.2047，大于 0.05，可以接受“所有工具变

根据前文设定的模型对农村商业银行全样本
进行回归估计（表 3）。

作为参照，本文也采用混合 OLS 和固定效应模型对

表 3 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总体影响
变量
FINTECH
LNPGDP
DL
NPL
ETA
CAR
常数项

混合 OLS
0.000 836

固定效应
***

0.000 945

系统 GMM
***

0.001 13

(0.000 197)

(0.000 335)

-0.049 1**

-0.139

0.045 9

(0.020 3)

(0.105)

(0.041 6)

***

(0.000 303)

-0.000 532

-0.003 16

(0.001 65)

(0.002 60)

(0.001 88)

0.001 37

-0.020 1

-0.021 3**

(0.011 3)

(0.022 6)

(0.008 75)
***

-0.005 77

-0.015 4

-0.049 5

(0.007 02)

(0.014 3)

(0.009 93)

0.000 111

0.005 18

-0.001 60

(0.005 75)

(0.006 44)

(0.007 43)

(0.280)

2.573**
(1.153)

1.034*
(0.530)
-0.110***

L.M

(0.022 9)
N
R2

273
0.044

273

234

0.047

AR(2)

[0.633 4]

Sargan

[0.204 7]

总样本进行回归（表 3）。由表 3 可看出，金融科
技发展水平（FINTECH）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且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
业银行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假设 1 预期一
致。这一结果证实了金融科技发展可以赋能农村商

*

-0.001 13

1.558***

量都有效”的原假设。表明动态面板模型设定合理。

注：*、**、***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0%、5%、1%水平上显著；
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为 P 值。下同。

从系统 GMM 回归结果底部所列的检验统计量
可知：AR（2）检验的 P 值为 0.6334，大于 0.05，

业银行，进而提升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事实。
4．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异质
性影响
（1）考虑经济区位的异质性影响。如表 4 所
示，区分农村商业银行所处经济区位后，金融科技
发展对不同经济区域农村商业银行的效率存在异
质性影响。在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金融
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且在混合 OLS、系统 GMM 模型中，金融科技发
展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产生
正向影响。而其他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科技
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且在系
统 GMM 模型中金融科技发展对其他地区农村商
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为负。可见，金融科技发展对位
于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商业银行效
率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2 得到了验证。

第 23 卷第 3 期

李明贤等

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25

表 4 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经济区位
变量
FINTECH
LNPGDP
DL
NPL
ETA
CAR
常数项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
固定效应

系统 GMM

混合 OLS

固定效应

0.001 04***
(0.000 300)
-0.071 4***
(0.022 0)
-0.000 415
(0.001 71)
0.032 2
(0.028 4)
-0.009 72
(0.006 31)
0.003 84
(0.004 96)
1.641***
(0.261)

0.000 909*
(0.000 519)
-0.035 5
(0.112)
-0.001 06
(0.002 45)
-0.005 15
(0.067 9)
-0.019 5
(0.018 4)
-0.000 189
(0.010 8)
1.501
(1.184)

0.001 47***
(0.000 273)
-0.020 0
(0.041 8)
-0.006 15***
(0.001 00)
-0.002 07
(0.030 1)
-0.043 1***
(0.012 1)
0.003 70
(0.006 08)
1.773***
(0.524)
-0.114***
(0.0286)
180

0.000 309
(0.000 403)
0.051 4
(0.042 9)
-0.000 752
(0.004 59)
-0.021 2**
(0.007 58)
0.001 81
(0.034 6)
0.003 70
(0.012 2)
0.482
(0.552)

0.001 39
(0.000 818)
-0.720*
(0.327)
0.003 19
(0.005 15)
-0.027 5
(0.029 8)
0.022 2
(0.045 5)
0.036 7***
(0.006 68)
8.122*
(3.529)

63
0.037

63
0.096

L.M
N
R2
AR(2)
Sargan

其他地区

混合 OLS

210
0.091

210
0.085

[0.216 7]
[0.232 9]

（2）考虑资产规模的异质性影响。根据全样

系统 GMM
-0.002 19
(0.007 81)
0.151
(2.587)
0.000 779
(0.012 9)
-0.036 8
(0.064 1)
0.049 0
(0.094 6)
0.026 3
(0.060 7)
-0.508
(27.19)
-0.222
(0.304)
54
[0.119 0]
[0.999 8]

商业银行作为较大规模子样本，其他农村商业银行

本农村商业银行的年资产规模均值进行大小排序，

作为较小规模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

取中位数，将位于中间位置及其前二分之一的农村

所示。

表 5 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异质性影响：资产规模
变量
FINTECH
LNPGDP
DL
NPL
ETA
CAR
常数项

资产规模较大
固定效应

系统 GMM

混合 OLS

固定效应

0.000 784***
(0.000 270)
-0.064 0
(0.039 5)
0.000 395
(0.002 53)
0.013 8
(0.012 1)
-0.012 6
(0.012 8)
-0.008 79
(0.011 2)
1.807***
(0.429)

0.000 374
(0.000 344)
-0.147
(0.139)
0.003 83
(0.002 91)
-0.054 2
(0.045 4)
-0.028 3
(0.020 7)
0.018 0*
(0.009 91)
2.501
(1.512)

0.000 068 4
(0.000 193)
-0.096 1**
(0.037 4)
0.005 72***
(0.000 776)
-0.061 0***
(0.017 1)
-0.046 2***
(0.013 5)
0.001 79
(0.006 26)
2.225***
(0.474)
0.006 17
(0.059 7)
120

0.001 02***
(0.000 316)
-0.076 1***
(0.021 4)
-0.003 22**
(0.001 30)
0.001 33
(0.012 5)
-0.001 90
(0.006 92)
0.005 67
(0.006 01)
1.843***
(0.295)

0.001 20**
(0.000 481)
-0.134
(0.143)
-0.003 37
(0.003 40)
-0.014 5
(0.028 9)
-0.002 00
(0.019 5)
0.000 028 6
(0.010 9)
2.587
(1.512)

L.M
N
R2
AR(2)
Sargan

资产规模较小

混合 OLS

140
0.045

140
0.064

133
0.086

133
0.070

[0.281 8]
[0.348 9]

区分资产规模后，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

系统 GMM
0.001 20***
(0.000 285)
0.139**
(0.070 8)
-0.009 17***
(0.001 02)
-0.022 3**
(0.010 6)
-0.022 1*
(0.011 7)
0.002 12
(0.008 48)
0.187
(0.833)
-0.196***
(0.039 5)
114
[0.334 6]
[0.477 6]

在较大规模子样本中，虽然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

行的效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在较小规模子样本中，

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为正，但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

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均为正

GMM 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金融科

且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在混合 OLS 和系统

技发展对资产规模较小的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正

GMM 模型中，回归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发展在 1%的

向影响更显著，假设 3 得到了验证。

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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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稳健性检验
金融科技发展具有多个维度，既可以体现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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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且均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融科技服务用户数的增加、数字金融服务的深化，

响，与原估计结果保持一致，均不改变本文基础研

也可以体现为各项数字化金融业务的成熟程度。因

究结论，即本文研究结论是可靠的。同时该结果也

此，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利用金融科技

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是

发展的多维度指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对本文所设

多维度的，无论是覆盖广度、服务的深度，还是业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更直观地考察金融科技

务成熟程度，都有利于提升农村商业银行效率。

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多维度影响。结果如表
表 6 稳健性检验：不同维度的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变量
BREADTH

(1)

(2)

(3)

(4)

0.000 706***
(0.000 195)

DEPTH

0.001 01***
(0.000 219)

PAY

0.000 314***
(0.000 099 7)

INSURANCE
CREDIT
LNPGDP
DL
NPL
ETA
CAR
L.M
常数项
N
AR(2)
Sargan

(5)

0.001 35***
(0.000 328)

0.037 3
(0.041 4)
-0.003 95**
(0.001 94)
-0.022 1**
(0.009 26)
-0.051 1***
(0.010 9)
-0.003 27
(0.007 38)
-0.108***
(0.022 5)
1.173**
(0.543)
234
[0.669 4]
[0.288 6]

0.065 9*
(0.037 3)
-0.000 670
(0.001 93)
-0.017 1**
(0.008 44)
-0.038 7***
(0.009 15)
-0.000 050 1
(0.006 42)
-0.149***
(0.025 6)
0.661
(0.442)
234
[0.296 7]
[0.164 9]

五、研究结论和启示
金融科技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其快速发展为农
村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机遇。本文研究发现：
第一，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无论覆盖广度、服务的深度，还是业务成
熟程度，都促进了农村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第二，金
融科技发展对不同经济区域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
响呈现差异，在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较高
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良好的金融科技生态环境相辅相

0.012 1
(0.042 0)
-0.000 171
(0.001 86)
-0.024 2***
(0.008 95)
-0.041 4***
(0.009 60)
-0.003 75
(0.006 98)
-0.142***
(0.024 1)
1.217**
(0.476)
234
[0.185 0]
[0.300 7]

0.040 8
(0.045 4)
-0.000 506
(0.001 92)
-0.021 9**
(0.009 11)
-0.044 6***
(0.009 19)
-0.004 04
(0.007 58)
-0.143***
(0.024 5)
1.075*
(0.567)
234
[0.266 5]
[0.175 2]

0.002 62***
(0.000 377)
0.041 7
(0.032 2)
0.001 69
(0.001 91)
-0.008 09
(0.010 0)
-0.039 9***
(0.007 97)
0.008 58*
(0.004 78)
-0.141***
(0.025 9)
0.373
(0.350)
234
[0.198 8]
[0.366 1]

的农村商业银行的效率有更显著的影响。
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
技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其一，农村商业银行应借力金融科技实现效率
的提升。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商业
银行应该主动求变，将金融科技带来的挑战内化为
变革升级的动力，借力金融科技进行产品、服务、
风控、运营等全方位的创新，在自身已有客户资源、
良好企业形象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村商业银行的

成，因此金融科技发展对上述区域农村商业银行的

数字化转型，扩大服务的覆盖面，降低服务成本，

效率有更显著的影响。第三，金融科技发展对不同规

更好地满足农村经济主体分散且多样化的金融服

模的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呈现差异，规模较小

务需求，实现弯道超车，有效提升效率。

的农村商业银行更容易受金融市场竞争的驱动和金

其二，优化农村金融科技发展环境，助力农村

融科技发展的影响，因此金融科技发展对规模较小

商业银行效率提升。金融科技应用离不开良好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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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融科技发展环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专业人才流
动、农户金融素养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要加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特别是加强 5G
网络通信、大数据集成等新基建的建设力度，为金
融科技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其次，要加大
对人才引进的支持，鼓励农村商业银行大力引进金
融科技人才，研发更多适应农村经济主体需求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另外，农村商业银行应定期入村举
办各类培训，提高农户金融素养，提升农户对创新
型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采纳程度。
其三，农村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禀赋采取差异
化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资产规模较大的农村商业银
行应充分利用自身客户基数、业务渠道、人才积累
等方面的优势，吸纳既懂金融又懂信息技术的优秀
人才，快速应对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规模较小的农村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与新兴金融科
技公司合作，获得技术支持和流量场景支持等，或
合作开发农村金融产品，从而实现优势互补，有效
提升自身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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