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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的测度指标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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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物质内容或为人们提供的实际效用不变的时候，
这

世界经济虚拟化的发展使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正在发
生本质的转变，其主导内容逐渐由贸易和实际投资转向
以虚拟资产为载体的大规模资金在国际间的迅速流动。

个增加的财富就具有虚拟性质。虚拟经济是一种经济运
行方式，
各种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财富都可以进入虚拟经

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虚拟经济的特点，研究虚拟经济

济运行的领域，但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期货市场、

的测度指标，为科学判断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正确处

收藏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等等都是市场

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维护经济体系长期稳定
和健康发展提供客观依据和坚实保障。

经济中具有较大炒作空间的经济领域，
它们可以被看作
是虚拟经济运行的经常性领域（刘骏民，２００８）
。根据
上述虚拟经济的定义，我们将股票、债券、期货、房地

一、虚拟经济膨胀的测度指标

产、外汇、收藏品等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系统的主要构成

虚拟经济的持续膨胀和经济的不断虚拟化已经成了

部分，
并将这些市场的价值总和定义为虚拟经济的市场
价值。虚拟经济的市场价值是体现虚拟经济绝对膨胀规

当代世界经济的核心内容，虚拟经济的运行也逐渐脱离

模的一个静态变量，
是虚拟经济发展规模的一个重要标

了实体经济。对此，我们用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来表示

志。虚拟资产的重复交易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特征，这影

虚拟经济的绝对膨胀量；同时用经济虚拟度来测度虚拟
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膨胀规模，阐释经济发展的相对

响着整个虚拟经济系统中的虚拟资产价格和总交易量。
对此我们将虚拟经济各构成领域相关资产交易量之和定

虚拟化程度，以及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的程度。

义为虚拟经济交易量，
这从动态上集中反映了虚拟经济

１．虚拟经济的绝对发展规模。虚拟经济是在追求货

膨胀状况。

币利润的目标下，通过单纯的“买卖”
、
“资本化”运作
以及价值“炒作”等相对脱离了“物质生产过程”的价

２． 经济虚拟度——虚拟经济的相对膨胀规模。为
了较准确地测度虚拟经济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的功能和地

值增殖活动；当用货币衡量的财富增加时，其价格增加

位，这里使用了经济的虚拟化度指标。经济的虚拟化度

４６

指标可以集中表现一个国家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发

运行与发展需要大量的货币资金来支撑。庞大的资金流

展的规模，阐释其经济发展的虚拟化程度。虚拟资产的
交易额集中反映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国内生产总值

在虚拟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流动，使得虚拟经济正在成为
蓄积大量货币的流动性储备池。我们用虚拟经济的货币

包括了农业、工业、建筑业及第三产业的产值，大体上

占用量来描述虚拟经济对这些大量货币的储备，并将其

涵盖了实体经济的内容 。我们用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

定义为进入虚拟经济领域的货币供应，从静态视角看，

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之比定义为经济虚拟度，并令ｆＴ
表示 Ｔ 时期内的经济虚拟化度；ＦＭＴ 表示 Ｔ 时期内的虚

就是指滞留在虚拟经济各个部门中货币数量，即有多少
货币已经进入市场可以从事③或正在从事④虚拟资产相关

拟经济市场价值；ＧＤＰＴ 表示Ｔ时期内的名义国内生产总

的交易活动。从动态视角看，就是指在虚拟经济各个部

值 ，此时构建的反映经济虚拟化度的指标公式是：

门中货币数量的变动情况。这些变动情况通过虚拟资产

①

②

ｆＴ ＝

ＦＭＴ
ＧＤＰＴ

的交易额或虚拟资产的价格变动体现出来。
由于虚拟经济系统储备着大量的货币，
使得虚拟经

（１）

济运行状况开始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关键性

然而，式（１）只是静态的角度对经济虚拟度进行了

的作用，因为这些货币进入或退出虚拟经济系统都会引

测度。在此，我们同时从动态角度对经济虚拟度进行测
度。令ＦＥＴ 表示Ｔ时期内的虚拟经济交易量，则此时经济

起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内货币数量的变化，会引起整个
经济体内货币数量的重新分配，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运

虚拟度的指标为：

行状况。因此，从定量上测度虚拟经济系统中储备的流

ｆＴ ＝

ＦＥＴ
ＧＤＰＴ

动性，对货币政策的调整、对经济稳定的维护等都具有
（２）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２． 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度。虚拟经济的运行与发展

单从市场交易角度看，
虚拟经济体庞大的交易额的

需要大量的货币资金来支撑。随着虚拟经济的不断膨

形成源于虚拟资产庞大的交易量和快捷的交易速度，
因

胀，虚拟经济系统中滞留着和流通着庞大数量的货币。

此，经济虚拟化度也反映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背离
程度。

这些庞大、高速流动的资金能够给虚拟经济交易量产生
重大的影响。为了能够较准确地度量虚拟经济中的货币
流通速度以及这些货币能够支撑的虚拟经济交易量，我

二、虚拟经济与货币数量关系的测度指标

们使用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度来对此进行测度。如果用ｆＡＴ
表示 Ｔ时期内的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度；ＦＥＴ 表示Ｔ时期内
的虚拟资产总交易量；Ｍ１ 表示 Ｔ 时期内流通领域中的通

货币数量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配，
调节
着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的物价水平。实体经济的生产、

货，因此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度可以表示为：

流通与消费都是以资金为导向，
虚拟经济活动对实体经

ＦＥＴ
Ｍ１

济活动起着一个引导与制约的作用。合理健康的虚拟经
济发展会对实体经济及整个经济体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ｆＡＴ ＝

起到“润滑剂”的作用。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这可以从定量上集中反映一个国家虚拟经济的活跃

充当流动性储备池，大量货币会滞留在虚拟经济系统

程度和货币在虚拟经济系统中的流通速度及其对虚拟经

中，虚拟经济规模越大，滞留在其中的资金越多。而且，
虚拟经济的投机性很强，对货币具有极大的敏感性，这

济规模的支撑能力。
３． 虚拟经济灵敏度。虚拟经济具有很强的灵敏性，

些都直接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虚拟经济的交易量对虚拟经济系统容纳的货币数量的变

因此，有必要对虚拟经济与货币数量的关系进行测度。

化及其敏感，对此我们用虚拟经济灵敏度加以测度。

我们用虚拟经济的货币占用量测度滞留在虚拟经济各个
部门中的货币数量；用虚拟经济活跃度表示媒介货币的

这里用当年虚拟资产交易量相对于上年同一数据的
变动率除以虚拟经济中当年的货币量相对于上一年货币

数量和流通速度对虚拟资产交易的影响；用虚拟经济灵

（３）

①在 ＧＤＰ 的核算中，虚拟经济部门的相关内容已经在 ＧＤＰ 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并且随着
虚拟经济规模本身的增长，虚拟经济部门创造的产值也将会越来越大。
②采用名义 ＧＤＰ 使 ＧＤＰ 和虚拟经济规模的测算均使用同一货币价格标准。
③所谓“可以从事”
，是指货币存在于虚拟经济部门所属的金融机构账户，有条件从事
虚拟资产的交易而在从该账户取走前不能另作他用。
④所谓“正在从事”
，是指货币正在被占用从事虚拟资产的交易。

敏度分析虚拟经济领域中流通的货币变化对虚拟资产交
易的影响。
１．虚拟经济的货币占用量。虚拟经济各构成部门的

４７

量的变动率，得到虚拟经济灵敏度。我们用ｆＳＴ 表示第Ｔ期

规模大体上一直处于持续的增长阶段（在 １９９７ 年后的

内的虚拟经济灵敏度；ＦＥＴ、ＦＥＴ－１ 分别表示第Ｔ期和Ｔ－１ 期
内的虚拟资产总交易量；ＭＴ、ＭＴ－１ 分别表示第 Ｔ 和 Ｔ－１ 期

两年内出现过小幅的收缩）。２０００ 年以后，虚拟资产的
交易量都保持了正增长，２０００ 年我国虚拟资产的交易

内虚拟经济系统中的货币数量，因此虚拟经济灵敏度的

量还不到 １０ 万亿元，２００５ 年则已经超过了 ４０ 万亿元，

表达式应该为：

２００７ 年更是飙升到 １５２．７ 万亿元（见表 １ ②）。从 ２０００ 年

ｆＳＴ ＝

（ＦＥＥＴ－ＦＥＴ－１）／ＦＥＴ－１
（ＭＴ－ＭＴ－１）／ＭＴ－１

到 ２００７ 年，我国虚拟经济交易量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
３５％，其中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３ 年的增幅都达到了

（４）

５０％ 甚至 ６０％ 以上。

这表示：虚拟经济中货币量的变动（即一定数量货

表１

我国虚拟资产交易量（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年，单位：亿元）

币的进出虚拟经济部门）引起虚拟资产总交易量的变动
是多大。当然，这样去计算虚拟经济灵敏度存在很大的

年 份 虚拟资产交易量 年 份
１９９７

９４２０８

２００１

１１４３４４

２００５

４１２９３６

问题：一是一年的时间毕竟太长了，虚拟经济的及时交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６４１２１
６１３１４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１７９８４９
２９９８５３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７１１６７５
１５２６５７２

易性得不到充足的甚至是部分的体现，这样长的时间内

２０００

９７２０７

２００４

３４７５５２

可能由于货币量的变化所引起的交易量的变化早已淡
化；二是影响虚拟资产交易的因素太多，虚拟资产交易

虚拟资产交易量 年 份 虚拟资产交易量

数据来源： 中国证监会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站、中国期货业协
会网站。

量变动的原因也许很难分辨，因此对虚拟经济灵敏度暂

２． 我国的经济虚拟度实证分析。我们运用（２）式对

时只能估算。

经济虚拟度的计算，得到中国经济虚拟度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曾经出现过较大幅度的波动（见图 ２），其原因是虚
拟经济部门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期货市场上期货合约的

三、我国虚拟经济测度指标实证分析

品种重复、设计不合理、运作不规范。２０００ 年以后，中
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我国虚拟经济才开始起步，其

国虚拟经济开始尝试性地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经济虚拟

交易主要集中于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随着我国金融市
场的深化和商业银行改革的推进，以及１９９６年以后，我

度比较平稳地上升。１９９５年，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
首次超过 ＧＤＰ，虽然在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出现了回落，低于

国房地产的市场化，使得我国虚拟经济的交易日趋活

ＧＤＰ，但是 ２００３ 年以后的经济虚拟度都在 ２ 以上，其中

跃，虚拟经济的结构也趋向多元化发展。

２００７ 年高达 ６．１９。

１． 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的实证分析。根据对
我国股票市场价值、债券市场余额和城镇居民房地产
市值测算，我国虚拟经济的总市场价值保持了稳定的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０

图１

图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３

亿（如图 １ 所示），平均增长率达到 １７．４％，其中 ２００２ 年
至 ２００５ 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接近了 ２０％。

１９９４

增长①，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５ 年，由 １６．３ 万亿上升到 ５８．１ 万

中国经济虚拟度（１９９３～２００７ 年）

数据来源： 中国证监会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
《中国统计年鉴》
相关年份。

进入 ２０００年以后，中国的名义ＧＤＰ的增长率大体维
持在 １０％～１５％ 之间，而虚拟经济的增长率除了 ２００４ 年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以外，均高于当年名义 ＧＤＰ 的增长率。这说明 ２０００ 年以
来，
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经济不断虚拟化的过程。

我国虚拟资产的市值（１９９７～２００５ 年，单位：万亿元）

数据来源： 中国证监会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站、
《中国统计年

３．我国虚拟经济的货币占用量的实证分析。对我国

鉴》相关年份。

①由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的城镇居民房地产市值无法获得，暂时只能统计到 ２００５ 年的我国
虚拟经济总市值。
②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相关年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资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
、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

根据对我国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交易、房地
产交易和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测算，我国虚拟经济的绝对

４８

在不同的时期，虚拟经济灵敏度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

的股票市场、银行间货币市场、期货市场、黄金现货市

起步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的我国虚拟经济，由于各类

场、房地产市场进行统计估算，得到我国虚拟经济系统
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间的货币占用量总和分别为 ３．４２ 万
①

３０

元、３．９５万元和５．８５万元②，占当年Ｍ２ 的比重为１１．４４％、

２５

１１．４５％ 和 １４．５％，相对比较稳定。

２０

４． 我国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度实证分析。根据式（３）
对我国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度进行计算得到我国虚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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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主要是该期间的虚拟资产交易量连续 ３ 年出现了负增
长，第二次下滑是由于交易量的增长率也由 ２００３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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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虚拟经济灵敏度估算（１９９４～２００７ 年）

数据来源： 中国证监会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站、中国期货业协
会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６．８％ 骤降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０％。

交易市场的发展带有试探性的推进，初期的发展存在较
大的波动性。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
虚拟经济部门的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监管也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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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现过小幅度的下滑。我国的Ｍ１增长幅度基本保持在
１２％～２０％之间，我国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度的第一次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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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７年的增长极其快速。但是，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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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交易活跃度在整体上保持了增长趋势，尤其是 ２００６ 和

１９９４

１０

［参考文献］

中国虚拟经济交易活跃度（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年）

［１］ 刘骏民．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Ｍ］．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８．

数据来源： 中国证监会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站、中国期货业协

［２］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虚拟经济发

会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展报告［Ｒ］．深圳：第四届中国虚拟经济研讨会，２００６．

５． 我国虚拟经济灵敏度实证分析。根据式（４），对

［３］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虚拟经济发

我国虚拟经济的灵敏度进行测算，
达到我国虚拟经济的
灵敏度波动非常大，１９９４ 年以来从 －３ 到 ２５ 不等，如图

展报告［Ｒ］．天津：第五届中国虚拟经济研讨会，２００８．
①股票市场、
期货市场和黄金现货市场为年末值，
银行间债券市场为该年度日均交易量，
房地产市场为年度交易量。
②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相关年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资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
、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相应数据
估算得到。

４ 所示。这说明，除去对虚拟经济中货币量变动的偏差
判断，我国虚拟经济系统受到太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On Measuring Indicators of the Fictitiou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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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firstly discloses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fictionaliz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about establishing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fictitious economy. In the second part, we divide these indicators into two parts: one is the indicators displa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tious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which includes the absolute scale of fictitious economy and the degree of fictitious economy; and the other is composed
by the currency's quantitiesresidencing in fictitious econom, active degree of fictitious economy's transaction, and the sensitivity of fictitious economy,
which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tious economy and monetary quantity. At the same time, we individually analyze the principle and the purpose of
each indicator. In the end, we make analysis of Chinese fictitious economy'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se indicator mentioned above.
Key words: Fictitious economy; Measurement indicator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９－０３－２５

４９

责任编辑： 垠

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