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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数字货币的发展潜力及对金融生态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思

考。首先，对Libra从货币的三大职能角度进行分析，Libra在起步阶段支付手

段可能是突破口，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储值手段的作用更重要，而记账单

位则面临的阻碍最大。其次，大型科技平台的电子货币及金融服务一方面能

够发展普惠金融、提高支付效率，另一方面又会带来新的风险，有五个方面

需要监管认真对待：一是支付体系和金融稳定，二是铸币税分配问题，三是

新型产融结合 （银行和社交平台），四是隐私等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五是货

币国际化的问题。最后，就央行数字货币而言，一方面其会对现有利益格局

产生冲击，减少银行获得的铸币税；另一方面也能增加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

调控精准度，降低政府融资成本，增加财政和货币的联系。总的来看，数字

货币可能会成为流动性资产的新类别，而央行数字货币是本位币的新形态，

从改善金融结构、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至关重要。未

来数字货币形式会是国家货币还是私人部门货币？其实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

是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创新的动力来自私人部门，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具有

系统重要性时，就需要政府部门来管理风险和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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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改变我们的生活，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体现，货币金融自然也

不例外。数字货币一般指以数字为载体的新的货币形式，与流通中现钞不

同，其交易与储存以电子记账与转账的方式完成。具体什么是数字货币则有

争议，市场比较关注的有比特币（加密“货币”的代表）、与法定货币挂钩的

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Facebook 最近提出的 Libra 稳定币计划成为全球热

点，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也因此受到更大关注。本文就数字货币的发

展潜力及其对金融生态的影响提出一些思考。

一、商品货币回归还是国家货币升级？

货币形式不断演变反映出技术进步和制度环境的变化。从近代历史

看，我们思考货币的形式和内涵有两个维度：是商品货币还是信用货币，

是私人货币还是国家货币。金币银币是商品货币，其作为货币的功能依存

于其作为商品的内在价值。金匠发行以黄金储存为抵押的汇票，提升了支

付的效率，后来金匠发行没有 100%准备金支持的钞票或存款凭证，是部分

银行信用货币，再后来银行存款基本由以贷款为抵押品变成完全的银行信

用货币了。

信用货币的背后是负债，私人部门负债或政府负债。以银行贷款 （信

用）为抵押的银行存款（负债）是私人货币，央行发行的货币则以政府信用

背书，是政府货币或者国家货币。在当代，央行发行的货币主要是流通中现

金和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被称为基础货币或本位币。银行存款是

广义货币，制度安排演变到今天，存款保险制度、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叠

加金融监管使得当今的商业银行是公私合营机构，银行存款也不再是单纯的

私人货币，而是有政府信用的支持。

从以上两个维度来看，比特币近似商品货币，虽然没有内在价值但一些

投资者相信它可以是一种 token （代币），起到作为交易工具的作用。按照

Facebook的白皮书，Libra和主要可兑换法定货币挂钩，可以说是政府货币的

衍生品。后续在Libra作为支付与储值工具的基础上如果演变成信用创造，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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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类似银行存款的信用货币。央行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的一个新的形

式，是简单替代央行发行的现钞，还是提升基础货币作为支付与储值手段的

功能，要看具体设计。

在讨论数字货币的发展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未来我们是回到商品货币

社会，私人信用货币得到更大的发展，还是数字货币将扩大法定货币的流通

范围与功能呢？是商品货币或者说私人货币回归，还是国家货币升级，这将

对金融的生态、体系和结构都有重要含义。简要回顾货币的功能和演变历史

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货币有三大功能，支付手段、储值工具和记账单位。在决定什么是货币

的问题上这三个功能哪个最重要？在数字货币上如何体现呢？经济学有商品

货币论和国家货币论两大流派。

商品货币论认为货币最重要的功能是支付手段，市场竞争最终决定何

种商品担负支付手段，支付手段的广泛流通有助于其成为储值工具与记账

单位。看好比特币的人，一般认为政府信用货币和银行信用货币都超发

了，带来很多经济金融问题，市场竞争最终会使得商品货币比如黄金、比

特币回归。

国家货币论则认为货币最重要的功能是记账单位（价值尺度），有了这一

功能，人们才愿意用它做储值手段进行跨期财富转移，愿意用它做支付手段

完成商品交易和债权债务交割的清算。记账单位特征是其名义价值不会变

化，一元钱人民币永远是一元钱人民币，一美元永远是一美元。国家货币论

认为是记账单位来源于公权力，即使在原始社会也是部落首领决定记账单位，

货币从来就是政府公权力的产物。

按照国家货币论，比特币、Libra能否成为货币，最终取决于政府和监管

机构，而不是市场竞争。对于货币起源的争议我们可以放在一边，现代货币

金融体系的演变是符合国家货币论的逻辑的，要改变国家货币体系不容易，

但这不代表市场竞争、私人部门创新不会在货币未来的演变中发挥作用。政

府和私人部门的互动是关键，最近Libra计划在美国引发的争议和讨论凸显了

数字货币的公共政策视角，对我们思考相关问题也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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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ibra的发展前景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按照 Facebook的白皮书，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超越国界的货币

和金融基础设施，促进普惠金融。Libra 是一个类似稳定币的机制。Libra不是

和某一个法定货币挂钩，而是和一篮子货币联系，消费者可以用法定货币购

买 Libra，也可以用 Libra 换回法定货币。Libra以赋予其内在价值的资产储备

为后盾，由Libra协会（一个独立的会员制组织）负责治理机制。Libra计划公

布以来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议，美国的监管机构包括美联储和财政部高层，

美国国会和总统都发表了评论，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和业界也都抱有很大的

兴趣在观望和讨论。

（一） Libra作为货币的三大职能分析

目前Libra仅是个计划，却引来如此高的关注度，主要原因在于数字经济

下科技巨头平台公司和货币的网络规模优势有协同效应。平台公司有庞大的网

络和场景应用，带来规模效应，使用的人越多，边际成本越低，进而用的人更

多，存在一个自我强化机制。美国的Facebook和中国的微信都有很大的社区用

户，中国的阿里和美国的Amazon也有庞大的电商用户。货币也有网络规模效

应，使用的人越多，交易的边际成本越低，就吸引更多的人使用，其货币性就

越强。这就使得和传统金融机构相比，Facebook发展数字货币有较大的优势。

我们可以从货币的三个职能来分析Libra的发展前景和可能的影响。

1. 支付手段职能分析

作为支付手段，Libra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依靠社交平台网络推广使用，

Facebook社交平台和微信类似，用户都是个人，网络效应是和零售支付、小

额支付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想象它可以采取类似微信红包的激励措施来

吸引使用者，平台庞大的用户群体可能使得Libra的起步很快。

Libra与法定货币挂钩，但非一对一的透明联系，是和一篮子货币挂钩，

这增加了交易成本。汇率波动使得美元和Libra之间来回互换有交易成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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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美国会不会出现商品以Libra标价呢？经济学文献叫menu cost，即标价成

本。商店要标两套价格体系，Libra价格每天波动带来更改成本。当然，以美

元标价，用Libra结算是一个可能，但Libra和美元之间转换仍然有交易成本。

所以，在美国本土Libra作为支付手段的空间应该有限。

上述货币转换带来的交易成本在跨境支付上并不是新的问题，而且从技

术层面来看 Facebook可以利用其全球网络平台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正因为这

样，跨境支付或者汇款被认为是Libra的优势领域和突破口。但跨境支付费用

高不仅有技术因素还有监管成本。美国监管机构在评论Libra时特别强调反洗

钱、反恐融资等问题，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来看也可能有跨境资本账户管制

的问题，这些监管成本不会因为支付技术进步就可以消除。

假设 Libra 在跨境支付上有较大的突破，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那么

Libra 能否由此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拓展支付手段的角色呢？也就是将Libra用于

当地的支付。Libra和一篮子发达国家货币挂钩，人们对它的信心应该超过一

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一般情况下人们在花钱的时候都愿意把币值不稳定的

货币先花出去，所以流通中的货币更多是劣币，也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

币。所以Libra如果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本币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中起到货币作

用，从支付手段来讲是有疑问的。

2. 储值工具职能分析

Libra最有发展潜力的地方是作为储值工具。储值工具是良币驱逐劣币，

币值较稳定的更易成为储值工具。Libra作为储值工具，可能对一些发展中国

家的货币产生挤压。由于本身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落后，加上本币币值

不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流动性高的安全性资产难度较大、交易成本高。

依赖其庞大的网络，Libra可能为一般居民提供交易成本较低的流动性资产。

Libra作为流动性资产，其基础是和主要的可兑换货币挂钩。Libra的设计

类似 SDR，但 SDR主要是一个记账单位，其作为流动性资产只适用 IMF会员

国家之间的官方机构，而且即使会员国之间交易也是在小范围内交易。Libra
的潜在优势在于其持有人是一般居民而不是少数政府机构，其应用场景有广

度和深度，和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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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逻辑推演，Libra可能在某些高通胀或汇率有较大贬值预期的国

家受欢迎，对当地居民来讲多了一种安全性资产的选择，但由此对这些国家

的货币体系产生冲击，货币替代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以想象，Libra会
遭到一些政府或货币当局的抵制。从历史经验看，温和通胀难以导致大规模

的货币替代，只有高通胀国家出现所谓的美元化，即美元替代本币。

3. 记账单位职能分析

Libra作为记账单位阻力不小，比其作为支付手段和储值手段面临的障碍

大。因为记账单位一般是政府规定的。Libra不像支付宝和和微信支付完全依

附人民币，它是一篮子货币的衍生品，跟美元比并不透明，很难成为记账单

位。在少数国家出现过同一件商品有两个价格、两个计量单位，比如美元是

多少，本币是多少，这是极少数本币币值高度不稳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可以

想象Libra在少数法定货币币值不稳定的国家发挥记账单位的作用，出现“双

货币体系”，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双货币体系很难持续。

（二） Libra是否具备成为货币的潜力

就 Libra作为货币的流动性与安全性而言，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

Libra的价格会不会随储备资产公允价值的波动而波动。持有 IMF的 SDR是有

利息收入的，其利率是一篮子货币的官方利率的加权平均值。支付利息无疑

会提升Libra作为流动性资产的吸引力，按照白皮书，虽然储备资产投资于一

篮子货币对应的高等级债券比如国债和银行存款，但Libra不支付利息。

有市场评论认为Libra的价格会随着储备资产的价格变动而波动，我认为

这个可能性不大，Libra本身的价格应该是稳定的，也就是今天持有一个Libra
明天应该还是一个Libra，但换算成其他货币比如美元其价格会随美元与其他

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应该区分给本金支付利息（例如存款）和

资产价格波动（例如债券），前者比后者的流动性更高。

另一个问题是Libra保值的机制。Libra的储备资产投资于安全性高的政府

债券和银行存款，正常情况下是能够起到保值的作用的。Libra不给持有者支

付利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累积的投资收益将会提供超过一对一的备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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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些评论提到储备基金运营风险，包括资产托管、网络安全等，但这些

在技术层面都有办法应对，尤其在规模不大的时候。

那么 Libra的规模会有多大？有没有过度发行的问题？一个基本的概念

是，在没有衍生信用创造之前，Libra的发行量是由交易需求决定的，也就是

被动由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可以把Libra理解为现金，现金并不是央行想发

多少就能发多少，超过交易需求的现金就会被退回央行，因为现金没有利

息，一般人不会在钱包里放很多现金，持有量完全由交易需求决定。

Libra的发行和退出机制有点类似港元的货币发行局制度，在联系汇率制

下，当交易需求增加时，人们从银行提取港元现钞，银行库存现钞不够的话，

可以按 1美元兑 7.8港元的汇率从香港金管局换取港元现钞，在香港金管局的

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负债端现钞发行凭证（从技术上讲是三大发钞行发钞，

但本质是香港金管局发钞）和外汇储备同时增加，交易需求反向变化时，香

港金管局的资产负债表就会缩表，现钞的存量和增量的变化都有美元资产的

一对一变化支持，这个保值的机制是有效的。

但是我们观察到，在金融市场动荡时有投资者担心港元联系汇率制能否

维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对冲基金就做空港元。这是因为香港的

金融体系和金融生态无论是规模和复杂程度都大大超越了上述简单的货币发

行局机制，尤其是银行体系通过信用创造港元存款，其背后没有美元资产的

一对一的支持。即使这样，香港的联系汇率制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

冲击，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香港

经济和资产价格的波动。对照Libra，在其起步阶段，上述简单的发行机制应

该有效工作。但如果Libra的发展衍生信用创造，问题将会变得复杂。

总之，Libra作为货币的潜力，我认为在起步阶段，支付手段可能是突破

口，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储值手段的作用更重要，是推动Libra真正成为一

个货币的主要力量。从历史看，一个新型货币的流通呈现非线性的特征，起

步初期很难，因为没人使用，但一旦到了某个关键点，有一定的使用规模

后，进展加速（见图 1）。Libra现在是零，按照常理起步会比较慢，但我们不

能低估其社区网络带来的规模效应。关键还是要看监管机构如何在支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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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管之间平衡，这里面涉及很多新的问题，部分在中国的大型科技平台的

电子货币上已经体现。

三、大型科技平台（BigTech）电子货币

我认为市场把注意力过多放在比特币、Libra和央行数字货币，其实大型

科技平台的电子货币及金融服务在中国已经开花结果，包括蚂蚁金服、腾

讯、百度金融、京东金融等。我们已经看到支付衍生的金融服务。比如余额

宝背后的货币基金，其他金融产品如保险分销，甚至是信用创造，蚂蚁金服

和腾讯都有类似银行的机构，虽然不吸收零售存款，但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

Libra的发展也有类似的诉求，不仅是支付手段，而是新的金融基础设施，提

供其他金融服务。

Libra计划公布后，很多人想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者有相似的地方，

都是建立在现有的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支撑的大型科技平台上，都是以提供便

捷、低成本的支付服务为起点，都是和法定货币挂钩，币值比较稳定，可以

统称为“稳定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高了支付效

率，便利了消费者，可以说Facebook设立了一个成功的样板。但Libra似乎野

心更大，Libra依附于一篮子货币，一旦成功将是一个新的全球性货币。

商品与服务交易量

新
型

货
币

使
用

比
率

100%

0
图1 新型货币使用的网络效应：非线性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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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未来发展有多快，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监管机构如何看待其演变

和对经济社会更广泛的影响，中国的蚂蚁金服和腾讯在支付和金融服务领域走

在前面，对我们思考Libra 未来的发展又参考意义。同时，Libra的出现也可能

促使中国的监管机构重新审视大型科技平台的金融服务模式和监管问题。大型

科技平台的金融服务既有好的一面，发展普惠金融、提高支付效率，但也带来

一些风险和新的挑战，需要监管认真对待。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支付体系稳定和金融稳定。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百分之百的备付金存

放在央行，以保证支付的安全性。Libra有类似的安排，但不是和一个法定货

币挂钩，不存放在央行。不管怎样，支付体系的稳定最终和整个金融体系的

稳定紧密相连。从金融稳定的角度看，科技平台金融服务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传统银行业务模式的冲击，另一方面是本身混业经营对监管效率

的挑战。

二是铸币税。传统银行体系的盈利来源是什么？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其获

得的利差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管理信用风险（信贷风险的评估和管理）的收

益，另一部分是通过提供银行存款这类流动性资产获得的收益。流动性资产类

似即时的购买力，帮助我们应对难以预计的冲击，为了流动性我们愿意放弃部

分收益，这就是铸币税。传统上政府通过发行现钞获得铸币税，银行通过创造

存款获得铸币税，现在增加了一个新的铸币税受益人。当然，把银行获得的铸

币税部分转移给其他机构本身不一定就是坏事，没有理由说这个税就一定应该

由银行获得，有竞争总是好事，但问题是大型科技平台有天然的垄断属性。

三是新型产融结合和垄断。Facebook和腾讯是大型社交平台，阿里是大

型电商平台，这些大型平台既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

也带来赢者通吃的垄断。这些平台参与金融服务，也有效率与公平的平衡问

题，这种新型垄断实际上是新的产融结合，是银行和实业的结合。传统的产

融结合的典型例子是前面开店后面开厂，银行把吸收的存款贷给自己的大股

东的实业公司。美国的金融体系花了差不多 100年的时间，尤其战后的 70年

时间才实现了产融分离。历史当然不会简单地重复， Facebook Libra可能导致

新型产融结合，既开银行又开社交平台。新型产融结合对中国的电商平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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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来讲已经是现实的问题。

四是新型产融结合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最近美国国会针对 Libra的听证

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尤其隐私保护是焦点之一。随着科技平台规模的扩大和

对消费者活动影响的深化，隐私保护等消费者权益保护将成为突出问题，在

中国尤其如此。

五是货币国际化。Libra白皮书发布之后，有观点认为美联储会支持，因

为预计美元将占Libra一篮子货币最大权重，Libra有利于强化美元的国际储备

货币地位。也有观点把Libra和人民币国际化联系起来思考，认为Libra在国际

上将成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竞争对手。货币国际化和竞争这个视角不宜夸

大，货币国际化不应该以损害内部金融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代价。

Libra的负责人在美国国会听证时说，“如果美国无法引领数字货币创新，

其他国家就会抢先美国去做”，这句话很吸引眼球。同理，中国的大型科技平

台也可以说类似的话。和传统金融一样，数字货币和金融的发展也将面临监

管竞争和套利问题。这种竞争和协调可能还不限于私人机构，央行发行数字

货币也受到很大关注。

四、央行数字货币

央行数字货币，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类似持有人在央行的存款。现在我们

持有央行发行的现钞，以后可以直接用数字货币记账和转账，类似央行的资

产负债表对所有人开放。当然，技术上可以有其他模式，央行可以通过代理

人机构比如商业银行来实现央行数字货币的交易，商业银行替非金融企业和

个人代持央行数字货币，实际效果类似 100%的存款准备金。就央行数字货币

对宏观金融和经济的影响而言，这两个模式的效果是类似的。

央行发行的现金是匿名的，而央行数字货币是否匿名或者是加密货币

呢？假如技术允许，央行会愿意做吗？现金交易带来的不法行为一直是一些

央行试图解决的问题，比如退出大额现钞。估计不少央行会借此机会解决这

个问题，也就是发行非匿名的数字货币。但对于居民来讲，匿名是很重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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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因素，匿名并不一定代表保护犯罪，而是指保护个人隐私，这是个有争议

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央行是否对数字货币付利息。如果不付息，央行数字

货币的主要效果只是替代现金，提升支付效率。但如果央行数字货币只是单

纯作为支付工具，较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电子货币而言，央行数字货币的比

较优势并不明显。如果央行对数字货币付息，其作为流动性资产的属性就会

上升，对货币金融格局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一） 央行数字货币的“破坏性”影响

首先看央行数字货币的“破坏性”影响，这里加引号是指对现有的利益

格局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一定是不好的。央行数字货币如果付息就和银行存

款类似，严格来讲是比银行存款安全性更高的流动性资产，可能引发居民把

部分银行存款转化为央行数字货币。这样的话部分铸币税就从商业银行转到

中央银行了，或者说回归本源。从现状看，商业银行获得的铸币税有多大

呢？图 2是估算的中国和美国过去近十年的铸币税，每年中国的银行拿到的

铸币税大概占GDP的 2%，美国在 1%左右，两者之差主要反映的是中国的银

行业相对于GDP的规模比美国大。

净息差 存款/GDP贡献 铸币税/GDP

中国

美国

2.5
2.0
1.5
1.0
0.5

0
-0.5
-1.0

%
2.01

1.17

图2 商业银行“铸币税”估算

资料来源：FRED、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净息差为扣除了信用风险和流动性

风险的商业银行存贷利差，数据为 2011Q1至 2019Q1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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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导致银行存款减少，进而使得信贷受到挤压，银行获得

的铸币税少了，但这不代表银行的盈利模式就丧失了，银行仍然可以从期限转

换和信贷配置中获利。大型科技平台公司的金融服务受到的冲击可能比传统银

行更大，因为央行数字货币在支付效率上会形成对电子货币的直接竞争。

图3展示了一种极端情形，个人和机构在银行的存款全部转为央行数字货

币，央行用这个资金给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以央行的贷款来发行对个人和机

构的贷款。也就是说，所有的流动性资产都由央行数字货币承担，商业银行变成

资金的分销机构，商业银行盈利来自贷款的信用风险评估与管理，而不是提供流

动性资产，所有的铸币税收归央行。这种极端情形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发生，但有

助于我们思考央行数字货币规模发展壮大以后对银行及其商业模式的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是否会影响金融稳定？从金融结构来讲，央行数字货币增

加流动性资产供给，将减少银行信贷创造流动性资产的动能，降低私人部门

的杠杆率，这有利于金融稳定。但是央行数字货币也为挤兑银行存款提供了

一个更有效、更便捷的渠道，所以有观点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加大了市场恐慌

时出现银行挤兑的可能，从而增加金融不稳定风险。

但也要注意到，能够挤兑本身就增加了我们对银行的信心。我们愿意把

钱放在银行存款，是因为我们相信能随时提取现金。假设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导致无现金社会出现，我们没有办法从银行提取现金，那我们还放心把钱存

在银行吗？如果央行数字货币替代了现金，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总可以把银行

存款转为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反而增加消费者对银行稳定的信心。所以央行

数字货币对金融稳定的冲击可能不像有些直观理解的那么简单。

央行商业银行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对非银贷款 来自央行的贷款 贷款给银行 数字货币
个人
机构

个人
机构

图3 央行数字货币→狭义银行：一个极端情形假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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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央行数字货币的“建设性”影响

1. 增加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调控精准度

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见图 4），负债端本来包括流通中现金和银行存

款准备金，未来会增加央行数字货币一项，持有人是非金融部门的机构和个

人。在资产端对应的是外汇资产或者国内资产，央行可以通过买外汇、国债

或者再贷款把数字货币发出去。央行的货币政策增加了一个操作工具，央行

可以通过调整数字货币的量或价格，作为政策操作的标的，而且因为数字货

币是由非金融部门的个人和企业持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绕过了商业银行，

传导的效率和调控的精准度将增加。

2. 降低政府融资成本

财政部可以通过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来弥补赤字，而不一定要发国债。即

使这种直接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有障碍，央行数字货币也会间接降低国债发行

成本。通过央行数字货币支付体系和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债市场会

有更多的参与者，尤其是零售的个人参与者。个人投资者对利率变化不那么

敏感，其参与的增加有利于降低国债发行利率。

3. 增加财政和货币的联系

近期，现代货币理论引起较大争议，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本质上财政和央

行是一家，可以通过央行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所以本币债违约可能性

不大，在通胀可控情况下，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的空间比过去几十年主流经

济学认为的要大。现代货币理论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人们反思过去几十

图4 央行资产负债表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资产 负债

流通中现金对外资产
— 外汇资产

对内资产
— 国债
— 再贷款（银行、非银）

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

央行数字货币

— 境内非银个体与机构

— 境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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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银行信贷（包括影子银行）成为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带来的问题。其实，

央行数字货币可能是现代货币理论落地的机制和操作工具，央行发行数字货

币可以直接或间接降低国债的发行成本，增加财政扩张的空间。

4. 央行数字货币存在国际竞争

此外，如果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其他国家居民愿意持有，会增加货币国

际化。很明显，大国的货币和可兑换货币更受益于数字化技术对货币在国际

贸易和金融中使用的促进作用。国际竞争可能成为央行数字货币的一个关注

点，小国的央行可能通过有差异的手段来获取竞争优势，比如发行匿名的数

字货币。总之，央行数字货币也有国际竞争和协调的问题。

五、数字货币对金融生态和金融结构的影响

（一） 数字货币或成为流动性资产的新类别

从货币起源看，商品货币论认为支付手段最重要，国家货币论认为记账

单位最重要，但是在现代经济中货币影响经济金融活动的最重要载体是储值

工具。储值工具是跨期保值和转移财富的手段，虽然房地产、股票也可以起

到这种作用，但货币作为储值工具有两个特殊优势：一是安全性，名义价值

在存续期比较稳定；二是流动性，能够即时转换为支付手段而不必承受损

失。长期国债是安全性资产，但不是流动性资产，因为到期之前进行变现可

能有损失。传统的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短期国债等，未来数字

货币将成为流动性资产的新类别。

为什么流动性资产重要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现代社

会越来越富裕，产出超过当期消费带来储蓄，储蓄实现财富跨期转移，其中

一部分必然是流动性和安全性高的资产。流动性资产帮助消费者应对未来可

能的收入和财富的负面冲击，以平滑消费。从生产端来看，如果没有流动性

资产来保值以应对不可预测的冲击，每个人都以保存实物的形式以备未来的

消费，整个社会就会出现投资不足、资源利用不充分的问题。这是因为一般

情况下只有一部分人面临负面冲击，那些没有受到冲击的人储存的实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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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的资源利用。

怎么定义安全性和流动性资产？经济学有个概念，叫No Question Asked
（NQA）——无须问任何问题。我支付你一百元现金，你不会问我这一百元

是不是安全的，我银行转账一百元，你也不会问是不是安全的。但如果有

人推荐买一只股票，你会问这个上市公司效益怎样？股价下跌的风险有多

大？那些没有私人信息能套利的，就是安全性资产。就上市公司股票而

言，研究有助于掌握更多有关公司基本面的信息，甚至有人知道内幕消

息，这些私人信息产生价值，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难以获得，所以股票是

风险资产。

没有人对央行发行的现钞有私人信息，获得对银行存款的私人信息也很

难。银行存款的抵押品或者说支持资产是众多贷款，一般投资者很难研究分

析这些贷款坏账率是多少，生产私人信息的成本太高。但正因为没人做得

了，反而是安全的。过去几年银行理财也是一样，类似银行存款，大家搞不

清楚它背后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没人有能力有足够时间去研究，所以它变成

安全性比较高的资产。当然这样的安全性是脆弱的，是一种信仰，而这种信

仰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有新的不利信息，一家银行出问题可能导致大家怀

疑所有银行的稳健，因为一般投资者没有能力区分优劣。这是为什么面对小

投资者的非净值型理财产品很难打破刚性兑付，这些理财产品要么是类似存

款的安全性资产，要么就是打破刚性兑付导致挤兑甚至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

解决这种脆弱性的办法是政府担保，但政府担保又带来道德风险问题，导致

过度扩张，所以需要政府监管。

明斯基把现代货币体系描绘为一个金字塔（见图 5）。在最高层是财政部

或央行发行的本位币，安全性和流动性最高。第二层是银行信用货币，在正

常情况下银行存款是安全的，但一般来讲其安全性低于政府发行的本位币。

在现行机制安排下，得益于政府担保，即使银行出了问题，零售储户的存款

也能得到保障。第三层是某些非银行信用所衍生的流动性资产，比如以未来

现金流作抵押品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资产证券化将未来的现金流折现成

短期的流动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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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的区别

第一，比特币不是货币，将来也很难成为货币。比特币现在不是货币应

该没有争议，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大，很少人用比特币作为支付、储值用途，

更谈不上作为记账单位。未来也很难想象比特币成为有些人所希望的代币

（Token），其供给有限是最大障碍。和黄金类似，本位币供给弹性低会促使银

行信用扩张创造流动性资产，加大经济的波动和金融风险，所以凯恩斯把金

本位制称为“野蛮时代的遗迹”。当然有很多种类似比特币的“加密货币”，

供给是无限的，但背后没有任何实体资产支持的供应无限是传销而不可能是

货币。过去上百年时间政府本位币和银行信用货币在不同时期经历过度扩张，

带来高通胀或者资产泡沫、金融危机问题。就过去 40年来讲，在财政审慎、

金融自由化的大环境下，由财政与央行提供的流动性资产不足，促使商业银

行和影子银行通过信用扩张来创造流动性资产，导致的结果是资产泡沫、金

融危机。数字货币将会加大还是降低现代金融体系的失衡呢？

第二，依附于或者衍生于法定货币的数字货币有提高支付效率的一面，

但作为货币的角色主要取决于其如何改变流动性资产的供给与需求。Libra可
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类新的流动性资产，但其底层资产是主要发达国家的

国债和银行存款，也就是增加了全球对美国的流动性资产的需求。历史经验

告诉我们，由此导致的流动性短缺将促使银行（影子银行）信贷扩张以生产

图5 货币金字塔

资料来源：作者归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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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流动性资产，加大金融风险。未来Libra衍生信用创造，更有可能自己

生产流动性资产。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经衍生了包括蚂蚁金服的余额宝、腾

讯的零钱通，以及以贷款为抵押的资产支持债券在内的流动性资产。

第三，央行数字货币是本位币的一种新的形式，是安全性和流动性最高

的资产。人们对流动性的需求波动大，非政府信用支持的流动性资产有一个

最大的问题是，当大家都追求流动性时“总量流动性是不存在的”（凯恩斯），

在私人部门风险偏好大幅下降时，政府成为唯一的交易对手，只有政府才能

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资产。从改善金融结构、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央行发

行数字货币至关重要。

（三） 数字货币对金融市场的意义

一是无风险利率下降，例如前文提到的降低国债发行成本，Libra增加对

美国国债的需求，从更广意义来讲，货币国际化可能会带来大国受益小国受

损，如果更多海外的人持有中国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会降低中国国债的利

率。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可能面临新增的贬值压力。三是风险溢价上

升，商业银行信贷受到挤压，贷款供给减少使得银行通过价格来分配更加稀

缺的贷款。同时，像蚂蚁金服和腾讯这类新金融平台通过大数据来评估信用

风险，可能会更好地做到贷款的信用管理，信贷对抵押品的依赖下降，信用

层级更加分明。

六、私人部门创新与政府监管

未来的数字货币形式到底是政府/国家货币还是私人部门货币？其实两者

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既是竞争的关系又是互补的关系。创新的动力来自私

人部门，但私人部门创新发展到一定程度，具有系统性重要性时，就需要政

府监管来管理风险和负外部性。

货币演变的历史就是这样的，金币银币的出现在当时是创新，有利于支

付交易，但有人制造金银含量不足的硬币来获利，导致人们对该类货币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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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应对的方法是政府给金币盖章，通过政府的验收

与证明增加人们对货币体系的信心。

银行存款一开始成为货币也是创新，后来的演变是准备金比例越来越

低，银行用贷款做抵押来发行银行钞票/存款，带来很多问题，包括银行危

机。应对方法是政府通过干预来增加非金融部门的个人和机构对银行存款作

为货币的信心。政府干预体现为存款保障机制、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同时

加强监管。金融机构享受政府担保的代价是接受监管。

今天，Facebook Libra启动后可能很快具有系统重要性，需要监管未雨绸

缪。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是对社会有益的金融创新，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

展，但其规模具有系统重要性，尤其是衍生的金融服务包括混业经营和新型

产融结合可能对金融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影响，所以需要加强监管。历

史上有很多监管赶不上私人部门创新导致系统性问题的例子，我们在思考数

字货币发展时需要特别关注其公共政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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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digital currency

and its impact on financial ecology.

Firstly, analyzing Lib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functions of money.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Libra’s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medium of exchange may be a breakthrough, but when it

reaching a certain scale, the role of a store of value will be more important. And the role of a unit

of account faces the greatest obstacles.

Secondly, digital currenc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provided by large-scale technology platforms are

double- edged. On one hand, they develop Inclusive Finance and improve payment efficienc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ill bring new risks. There are five aspects that need to be taken

seriously by supervision, namely stability of payment system and finance, seigniorage tax

distribution, new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bank and social platform),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urrency.

Thirdly, as for central bank’s digital currency(CBDC), i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existing

interest pattern and reduce the seigniorage tax obtained by banks. In the meantime, it can also

increase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and control accuracy of monetary policy, reduce the cost of

government financing, and increas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inance and currency.

Generally speaking, digital currency may become a new category of liquidity assets, and CBDC is

a new form of base curr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maintaining financial stability, CBDC is very important.

Will the form of digital currency be national currency or private sector currency in the future? In

fact,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government sector are competitive and complementary. The

motive force of innovation comes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However, when it reaches certain scale

and becomes systemically important, government should manage risks and reduc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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