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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分别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与物质产业部门等方
面分析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两者的相互关系进行分
析，进而提出并剖析存在问题，最后结合我国实际，从四方面提出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序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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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席卷全球
的国际金融危机。它不但使众多金融机构陷于困境甚
至倒闭，引发国际金融体系动荡，而且还猛烈冲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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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生产性活动，包括农
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部门。
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则存在差异，部分学者以存

体经济，危害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国际金融

在形态为判别标准，认为虚拟经济实质就是数字经济、

危机形成的本质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

网络经济、可视化经济活动等。马克思认为，虚拟资

它是在放松金融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背景下，长期宽

本是指在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资本所

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度投机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共同推动

有者以股权（或股票）形式所持有的资本，是信用制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形成泡沫进而破灭的必然结果。

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大辞典》

有鉴于此，为充分吸取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

也指出虚拟资本是指通过信用手段为生产性活动融通

训，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

的资金。也有学者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经典阐述

发展，深入研究判断两者的发展处于什么阶段，相互

及其演化为判别标准，如成思危（1999）指出虚拟经

关系是协调还是脱离，以及如何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

济是指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的

经济有效结合等问题。

有关经济活动，其中虚拟资本包括银行信贷信用、有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

价证券、产权物权及金融衍生产品等。还有学者从经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相对应的

济体系性质角度进行判别，如刘骏民（2002）认为虚

范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形态及其关系构成了现代

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行为为基础、由心理和观念支

经济体系的新格局。因此，剖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撑的价格系统，它与实体经济性质完全不同。

的关联机制，有助于把握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特征，促

本文认为，虚拟经济是以价值和信誉信用为基

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有序发展，实现经济稳定

础，以金融系统为循环依托的虚拟资本交易并繁衍增

运行。

值的经济活动，它包括闲置资本、证券市场、金融衍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涵。

生品市场等。虚拟经济的核心是信誉信用，虚拟经济

实 体 经 济 的 内 涵 界 定 相 对 统 一， 如 孙 宝 文 等

的产生和良性发展是基于信誉信用的产生、运用与交

（2005）认为实体经济一般是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

易，虚拟经济的恶性发展也是基于信誉信用的泛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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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

我繁殖和衍生，从而形成虚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并出
现“财富效应”
，易导致个人与集团信用的过度膨胀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属于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相

和运用，在实体经济产出不变的前提下，将诱发过度

互依存、相互制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统一性主

消费和通货膨胀，恶化国际收支，从而可能导致国家

要表现在两者的依存关系：一方面，虚拟经济来源于

信用的破产，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三，造成

实体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和服务对象。虚拟经济

国际经济动荡与危机。虚拟经济是国际游资重要的
“投

按资本虚拟化程度可划分为五个发展层次：闲置货币

机渠道”
，通过货币传导机制，很容易使一国金融风

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

暴演变为区域性或世界性金融危机。

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可见，虚拟
经济的演化发展高度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

二、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虚拟经济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较快，

面，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也需要虚拟经济的支持。虚

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因此，摸清我国

拟经济不但可以通过灵活方便的交易方式满足实体经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相互关系，提出

济不同层次的交易需求，扩展市场经济的广度和深度，

并分析存在问题，有利于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

而且可以提升实体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实体经

健康发展。

济的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对立性则表现为彼此发展的非同步性，当虚拟经
济发展落后于实体经济时，将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

（一）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及其相
互关系。
1、虚拟经济发展现状。

需要甚至成为发展瓶颈；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并脱离

目前，学术界关于虚拟经济的统计口径尚未统一。

于实体经济时，则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危害实体经济

根据虚拟经济的内涵，虚拟经济主要包括闲置资本、

的正常发展。

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构成部分。

（三）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分析。

本文认为，闲置资本规模可根据 M2 与实体经济（第

20 世纪以来爆发的历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虚

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和）的差额测算，股票市场

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能

规模可由股市市值或流通股市值反映，债券市场则可

发挥积极促进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由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的总发行量衡量，金融

1、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第一，有
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实体经济效率与效益。

衍生品市场规模则由期货市场成交金额间接反映①。
图 1 显 示， 货 币 供 应 量 M2 与 实 体 经 济 的 差 额

虚拟经济可通过多元化的交易工具和信息功能，集合

自 1991 年以来增长非常迅速，表明大量货币处于闲

并有效运用信用，促进产权交换和重组，实现存量资

置状态，成为虚拟经济自我繁衍的“基础货币”
。我

本和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二，有利于促进实体经

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91-1999 年

济的资本形成。虚拟经济可运用各类信用方式如股票、

（平缓期）
、2000-2005 年（ 调 整 期 ）
、2005-2007 年

债券等，吸引社会闲置和零散资本，提高实体经济的

（爆发期）
。在经历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后，股票市场在

资金融通能力，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第三，

2005 年迎来迅猛发展的阶段，2007 年股票市场市值

有利于实体经济主体防范和分散经营风险。金融衍生

32.7 万亿元，流通市值为 9.3 万亿元（见图 2）
。我国

品市场的适度发展可提供多样化的风险规避和控制工

债券市场则处于相对平稳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国债和

具，如套期保值等对冲业务，使风险管理控制从被动

金融债。但企业债在 2004 年之前融资规模都相对较

转向主动。第四，可通过信息披露和资产定价等功能

小，表明企业债券并未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和工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五，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

具。2007 年，
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已达约 1.26 万亿元
（见

增加就业机会，创造社会财富。

图 3）
。我国期货市场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较为

2、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消极作用。第一，挤
压实体经济的发展。当虚拟经济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实
体经济时，大量社会资本流入虚拟经济领域，形成生

迅猛，成交量增长速度较快，2007 年期货市场成交额
规模已达 40 万亿元左右（见图 4）
。
综上所述，从虚拟经济的主要构成内容来看，虽

产性投资的“挤出效应”
，
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第二，

然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起步较晚，但具有较快的发展

易形成泡沫经济。资本的逐利性将使虚拟资本不断自

速度。

①目前我国尚缺乏期货市场持仓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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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实体经济规模。如图 5 所示，我国实体经济总量
的增长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1997）
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进入第二阶段（1997-2001）
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放缓；随后进入
了呈快速发展特点的第三阶段（2001-2007）
。总体而
言，我国实体经济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3、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
图1

我国 M2 与实体经济的差额

不 少 学 者 采 用 M2/GDP 指 标 分 析 虚 拟 经 济 与 实
体经济的关系，但该指标既无法准确衡量虚拟经济和
实体经济的总量规模，也无法揭示两者的内在作用机
理。因此，本文拟运用协整分析以及 Granger 因果性
检验方法分析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
本文认为在我国虚拟经济体系中，金融衍生品市
场发展历史较短且还处于发展初期，债券市场也难以

图2

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示意图

反映虚拟经济的杠杆性等特征，因此可采用股票市场
市值（F）发展状况反映虚拟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
则仍采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和（G）来反映。
（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分析和 Granger 因果性检验前，需对
变量作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 ADF 检验方法对虚拟
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相关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虚拟经济
变量 F 和实体经济变量 G 在 10％水平下为 I（1）序列，

图3

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示意图

满足协整检验条件。
（2）协整性检验。
本文利用 Johansen 最大似然比方法进行协整性
分析，结果如下。
表1
统计量

图4

我国期贷成交额增长示意图

数据来源：1992-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

2、实体经济发展现状。
学界一般采用 GDP 指标衡量实体经济发展，但
该指标还涵盖了金融业等虚拟经济重要部门的增长情

协整性检验分析

检验值 临界值（0.05）

临界值（0.1）

迹统计量

13.54

20.26

17.98

最大特征值统计量

9.85

15.89

13.91

结论
非协整

从表 1 可看出，在 5％和 10％水平下，虚拟经济
与实体经济之间均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不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Granger 因果性检验。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变量虽然不存在协整关系，

况。为更好地区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根据实体经

但两者一阶差分后，在 10％水平属于平稳变量，因此

济的内涵，本文采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之和

可进行 Granger 因果性关系检验，结果如下。
表2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k=1

k=2

k=3

F统计量,P-值

F统计量,P-值

F统计量,P-值

D(F)不是
D(G)的格兰杰原因

0.50, 0.50

1.48, 0.28

1.08, 0.43

D(G)不是
D(F)的格兰杰原因

7.21, 0.02

4.99, 0.04

7.19, 0.03

原假设

注：k 为滞后期数 D（F）
、Ｄ（G）分别为 F、G 的一阶差分。

图5

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增长示意图

数据来源：1992-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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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原因”被接受，原假设“实体经济不是虚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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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原因”则被拒绝，表明实体经济是引起虚拟经
济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虚拟经济不是引起实体经济变
化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所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长期中并不存
在协整关系，虚拟经济不是实体经济变化的原因，但
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具有明显的影响。这表明，在现
阶段，我国实体经济仍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但虚
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支持作用并不明显。
（二）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图8

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态势虽然总体良
好，但也存在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1、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不健全，
传导路径畅通性较差，同时虚拟经济资源配置能力较
差，导致大量金融资产处于闲置状态，难以发挥引导
作用和杠杆效应，未能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我国股票市场筹资额结构

数据来源：1992-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

3、虚拟经济的挤出效应和泡沫效应较明显。如
2005-2007 年，货币流动性过剩引致虚拟资产价格上
升，虚拟经济投资收益高于实体经济，吸引大量资本
流入虚拟经济，导致股票市场总值呈现逐年翻番的增
长速度，房地产价格也迅速攀升。利润反差使大量资
金滞留在股票二级市场或衍生工具市场进行循环炒
作，造成实体经济部门资金不足，不利于产业资本的
积累。
4、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呈现背离趋势。如上文
所述，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
整关系，虽然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力，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并无明显的影响 , 这表明

图6

我国金融资产情况

数据来源：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社保基金、保监会、外汇管理局
等部门门户网站的统计数据。

如图 6 所示，截至 2007 年末，我国金融资产如
外汇储备、保险资产、股票资产、社保基金等总值近
百万亿元，但近半资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2、虚拟经济的融资服务能力不强，融资结构有
待优化。从总量上看，虚拟经济（主要指股票市场与
债券市场）的年融资额度还不足 30000 亿元，难以
满足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如图 7）
。从结构上看，
1991 年 至 2007 年 我 国 股 票 市 场 筹 资 总 额 累 计 仅 有
27799.47 亿元，
直接融资能力远远弱于间接融资能力，
同时我国 A 股市场的融资能力很不稳定，某些年份甚
至弱于 H 股（见图 8）
。

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开始呈现一定的背离趋势。
三、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存在问题成因分析
与对策建议
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是资本
逐利性规律的必然结果。虚拟经济具有高流动性、高
风险性、高投机性和高收益性等特征，必然吸引资本
不断流入并繁殖和衍生，从而使经济虚拟化，并可能
出现虚拟经济脱离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一）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问题原因分析。
本文认为，我国虚拟经济脱离于实体经济发展的
问题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鉴于我国目前尚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发育完善，应从
制度层面寻求本质原因。
我国虚拟经济的各类市场体系形成的发展历史较
短，难以避免出现制度设计不合理或缺失问题，导致
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有所背离。具体而言，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投资制度体系设计不合理。一方面，
针对机构投资者来说，对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金融
资产的运用限制、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等资
本化工具的缺失导致拓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间的互

图7

我国虚拟经济融资能力

动畅通渠道困难，使大量金融资产闲置，虚拟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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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功能弱化；另一方面，针对个人投资者来说，

库；建立和完善风险资产管理和资信评估制度，对市

投资渠道较为狭窄，可选择的投资理财品种不多，因

场主体的信用进行评级；建立金融产品研发支持体系，

此导致大量的个人资产进入股市或楼市，催生泡沫经

健全金融产品品种，重点开发具有保险和套期保值等

济。

功能的衍生工具，增强防范和控制市场投资风险的
第二，产权制度和信用制度存在缺陷。产权不清

能力；加强金融人才引进力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

晰导致权益难以交易，直接制约虚拟经济的发展，使

约束机制。抓住国际金融危机的机遇，积极引进国外

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弱化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品种单一。

优秀的金融监管人才。进一步健全金融企业激励约束

信用制度不健全，企业信用和市场信用薄弱，既弱化

机制，激发从业人员积极性。同时，应加强宏观调控，

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的融资服务能力，又严

通过制定科学的货币政策，合理控制虚拟经济的扩张

重制约虚拟经济发展。

程度，并协调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第三，金融监管体系有待加强。虚拟经济各类市

3、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风险。应加强

场体系的“政策市”
、
“消息市”等特征明显，投机操

立法监督管理，严格规范市场行为，打击投机操纵行

纵行为较为普遍，容易产生泡沫经济，信息披露机制

为；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交易的透明

需进一步健全。

度；建立经济预警系统，通过选定的经济指标监测经

第四，对虚拟经济的认识不足。一方面政府对虚
拟经济的认识有待加强，导致虚拟经济产品服务创新

济金融形势，密切监控虚拟经济发展；完善虚拟经济
的市场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其公证和监督职能。

和监管模式均相对滞后；另一方面，我国大多数企业

4、吸取经验教训，主动监控国际游资。要认真

家对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市场认识不足，缺乏

研究国外虚拟经济的发展历程，吸收虚拟经济与实体

主动性，未能正确运用虚拟经济的产品服务保障企业

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充分吸取虚拟经济

经营利益。

泡沫破灭的教训。高度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控，密

（二）促进我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有序发展的
对策建议。

切关注国际投机机构的动向，严防国际投机资本对我
国金融体系的冲击。

结合我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存在问题，提
出对策建议如下。
1、夯实实体经济基础，支持虚拟经济发展。在
任何经济发展阶段，实体经济都应是虚拟经济发展的
基础。因此，从宏观层面而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提高我国实体经济核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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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压力。目前中美进行的战略经济合作与对

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加强本外币政策深层次协调，推

话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与平台。

进人民币自由兑换，促进人民币汇率制度不断完善，

第三，中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关系着国内经济的
平稳发展和国内局势的稳定。国际局势的变化莫测严
重影响了各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此，
经济的增长不应该过分依赖外贸，在有效利用外部资
源的互动效益的基础上，应把经济的增长与我国国内
的现实有利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国内的有利形势，
把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化到依靠内需上来。这样
不仅可以减轻汇率波动对人民币的压力，也减轻了汇

降低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各种金融和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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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RMB and Foreign
Currency: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Chen Tingqiang and Wang Jin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The 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has affected the stable, sound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orld economy. Therefore, by 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RMB and foreign currency. Studies suggest that both the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coordination of RMB and foreign currencies. In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economic situation, China should actively improve and perfect
its exchange rate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eady growth of Chinese and global economy.
Key words：RMB；Exchange Rate；Coordination；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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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ictitious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nancial Crisis
Wu Deli1，Li Huibin2 and Xu Shi zheng1
（1. China Development Bank, Guangdong Branch, Guangzhou, 51062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With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development of fictitious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tious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on a theoretical level. Then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fictitious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aspects
of stock market, securities market, option market and commodity producing industry. It adopts co-integration method and Granger
Test of Causality to explore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and then presents and specifies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end,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facilitate the ordered development of fictitious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from
four perspectives.
Key words： Fictitious Economy；Real Economy；Order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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