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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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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从虚拟经济的概念入手, 探讨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揭示出虚拟

经济的过度发展会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使金融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加大, 大大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的可能

性, 因此要注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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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理论讨论

国内对虚拟经济 ( F ictitious Economy) 的定义往往是

基于马克思的 虚拟资本 这个概念。马克思在 资本

论 第三卷中提出了 虚拟资本 的概念, 英文是 fic-

titious cap ital , 德文是 fik tiveskap ital 。在马克思理论

中, 虚拟资本 是指在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

础上, 资本的所有者以股权 (或股票 ) 形式所持有的资

本, 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

的产物, 信用化的过程即是虚拟化的过程。在 新帕尔

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 中, 虚拟资本是指通过信用手段

为生产性活动融通资金 (第二卷, 第 340页 )。由此来

看, 虚拟经济不仅包括证券业、资本市场, 也包括货币市

场, 还包括银行业、外汇市场等, 是一个涵盖金融业的

概念。

国内关于虚拟经济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指与

虚拟资本有关的、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的经

济活动; 通俗地讲, 就是以钱生钱的活动, 虚拟经济的产

品就是各种金融工具, 包括各种衍生工具 (成思危,

2001)。在这种定义中, 整个经济活动被划分为两部分: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

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 不仅包括农

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 也包

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

服务; 而虚拟经济则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

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

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 包括银行信贷信用如期票和汇票,

有价证券如股票和债券、产权、物权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

(李晓西, 2001 )。而另一种关于虚拟经济的定义则与上

述定义略有不同: 虚拟经济的内涵是信用制度膨胀下金融

活动与实体经济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 并没有将建立在信

用化制度下的全部金融活动视为虚拟经济; 而实体经济指

人类的生产、服务、流通和消费活动。其中的 生产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不仅包括物质生产, 也包括精神产品

的生产, 如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 (秦晓, 2000)。

在下面的文章中, 我们只针对第一种定义进行讨论和

辨析, 而对于第二种定义不再作讨论。

2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作用机制

2 1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货币循环模型

如果把货币资金看做是经济系统的血液, 那么货币循

环流就可视为经济体系的血液循环系统。通过分析该系统

中各部门的资金流量大小和波动幅度, 就可以知道货币资

金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是如何循环的 (见下图 )。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货币循环模型

在模型中, 整个经济系统分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

大经济系统, 其中前者包括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 后者按

照金融资产的虚拟化程度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 股票和

公司债券; 第二类: 政府债券; 第三类: 证券化和 ABS

(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抵押贷款和信用卡贷款等的收

入流都被证券化了 ); 第四类: 金融衍生物 (外汇期货、

利率期货、股指期货、物价指数期货等 ) (刘骏民,

1998)。

金融部门包括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中介机构 (金融体

系不仅主要包括银行也包括实行不同资产组合政策的各种

各样非银行性金融机构 ) , 其中银行一方面吸收存款,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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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又通过货币创造功能将款项不断放大贷放给经济实

体, 同时又将资本金以外的一部分投入虚拟系统。金融部

门处于模型中心, 体现了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思想。

模型中的参数变量含义分别为: 收入 ( Y t ), 消费

(Ct ), 储蓄 (St = S1 + S2 + S3 ), 政府预算赤字 (GD t ),

国外净资本流入与进出口之和 (NF t + (X -M ) ), 金融

部门净货币供给 ( M t ), 投资虚拟经济净资金量

( F t= S 1 + S 2 + S 3+ S 4; S1、S 2、S3 、S 4, 分别代表

家庭、企业、政府、银行投资虚拟资金量 )。

模型中投入实体资金的量 ( It) 是虚拟资金的基础。

投入实体资金的最大量将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mSt +

M t+ F t+NF t+ (X -M ) = It + GD t

模型中投入到虚拟经济系统的净资金流量 F t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它分别来自实体经济系统、金融部门

以及国外部门, 并以独立的形式游离于实体经济系统之

外, 根据资产收益率的大小在虚拟经济系统四类市场中循

环运转, 谋取投资收益最大化。 F t变量可正可负、可

大可小, 这取决于同时期实物资本收益率和虚拟资产收益

率的大小。根据资产选择理论, 金融机构和代理人会根据

风险 收益组合不断地调整其资产组合, 当虚拟资产收益

率相对于实物资产收益率较高时, 各部门的经济代理人会

增加虚拟资产的持有, F t就会增加。流入虚拟经济系

统的货币资金会同样根据风险 收益组合在股市、债市、

期货市场和房地产等市场中运转, 致使货币供应量增加,

资产价格不断膨胀。当 Ft背离实体经济达到一定程度

时, 虚拟经济的泡沫便破灭了。

2 2 虚拟经济 ( Ft ) 对实体经济作用机制

一般认为, 消费和投资是影响总需求最主要的两个因

素, 所以, 以下我们对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作用机制的研

究也将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来展开。

2 2 1 虚拟经济对消费的作用机制分析

虚拟经济通过影响消费决策从而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的

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渠道:

( 1) 财富效应

财富效应是指资产价格的上升使得资产持有者财富增

加从而导致消费支出增长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现象, 财富

效应 主要从以下三个渠道影响消费:

虚拟资产价格上升使得居民部门的财富增加, 在

边际消费倾向 MPC不变时, 从而使居民增加当期和未来

的消费支出, 提高总需求和产出。即金融资产价格 居

民财富 消费 Y 。

在任何给定的期间, 消费都是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

的函数。当金融市场中的虚拟资产交易发出未来经济增长

加快或放慢的信号时, 就会影响人们关于实际收入的预

期, 从而影响人们当期的消费。此外, 资本市场的发展,

还会通过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扩大就业等间接的影响居民

的收入, 从供给的方面来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即金融资

产价格 收入预期 消费 Y 。

财富效应能够通过提升企业效益来拉动消费。

( 2) 流动性效应

当金融资产价格上涨时, 使得消费者持有的流动性资

产量扩大, 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资产与其债务相比为数很

多, 消费者预计发生财务困难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因而较

为乐意去购买耐用消费品, 从而使耐用消费品的支出

增加。

虚拟经济通过消费作用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效应渠道:

金融资产 居民财富 贷款的可获得性增加 财务

困难的可能性 耐用品和住房支出增加 Y 。

2 2 2 虚拟经济对投资的作用机制分析

虚拟经济通过影响投资决策从而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的

传导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渠道:

( 1) 托宾 q值效应

托宾的 q理论明确地指出了股票价格与投资之间的关

系, 他认为股票价格的变动能够影响资本成本, 从而对投

资产生影响。托宾的 q理论对于研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

的微观传导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托宾把 q值定义为企业的市场价值除以资本的重置成

本, 而企业的市场价值是股票价格与总股本的乘积。 q值

的高低决定了企业投资的意愿。如果股票价格上升, 企业

的市场价值与资本的重置成本的比值就会提高, 即托宾 q

值上升, 那么企业购置新厂房和设备的资本就会低于企业

的市场价值, 即企业进行新厂房和设备等实物投资就变得

相对便宜。这种情况下, 公司可通过发行股票, 从股票发

行上得到一个比他们购买的新厂房和设备要高一些的价

格, 从而通过发行较少的股票筹得更多的资金, 用于购买

更多新的厂房和设备。这样, 企业的投资支出就会增加,

从而导致投资的扩张, 经济呈现景气态势。由此可见, 股

价的变化会改变企业的 q值, 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

由此作用于实体经济, 即股票价值 托宾 q值 投资

Y 。

( 2) 非对称信息效应

该理论通过研究发现, 通过间接融资市场融资, 因信

息不对称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从而会降低银行的

贷款意愿, 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 进而会影响经济增长目

标的实现。非对称信息理论认为, 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

办法就是提高企业净值或贷款担保的价值, 从而减少企业

借款时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具体而言, 当公司股价上升时, 企业净值就会提高。

一方面, 净值的增加减轻了逆向选择问题; 另一方面, 企

业较高的净值意味着所有者在企业投入较多股本, 股本投

入越多, 所有者从事风险投资项目的意愿就越低, 也不大

会将公司的资金投资于个人有利但不能增加公司利润的项

目, 而更愿意从事风险较低投资项目, 较少为个人利益而

支出, 这样就减轻了道德风险问题, 使得企业破产的风险

减小。同时, 较高的净值意味着借款人的贷款实际上有较

多的担保品, 风险选择的损失就会减少, 贷款收回更有保

障。所以, 股票价格水平的上升减轻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险问题, 强化了银行信贷渠道, 从而使得企业融资更容

易, 进而通过企业的投资支出增加带动实体经济的增长。

其传导过程可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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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价格 企业净值 逆向选择 、道德风险

贷款 投资 Y 。

( 3) 资产负债表效应

资产负债表效应是指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会影响到

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从而对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如果金融资产的价格大幅上扬都会使企业和银行的资产

负债表好转, 一方面会使企业的担保价值、净资产上升,

企业的还款能力增强; 另一方面也使得银行的不良资产

降低, 使得银行对债务人的信贷约束相应放松, 更愿意

放贷, 从而使得企业的外部资金筹措成本会降低。两者

的行为都会在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扬的驱动下趋于乐观,

从而形成信贷扩张, 投资活动随之活跃, 从而推动实体

经济的增长。

其传导过程可表述为:

3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过度背离与金融危机

爆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当虚拟资产价格上升或 F t

值增加时, 将有效地促进需求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但

是, 由于虚拟经济具有相对独立性, 并且不与实体经济同

步发展, 一旦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现实需要而单独

大规模扩张时, 某些虚拟资产的市价严重脱离其实际的预

期收益, 经济泡沫的成分就会不断增加。当经济泡沫累积

到一定程度, 就会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表现为经济的

虚假繁荣, 它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矛盾冲突的极端形

式。这一矛盾的释放会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使金融

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加大, 加剧金融危机爆发的可

能性。

第一, 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会大大挤压实体经济的

发展。

从总体上来说, 虚拟经济的适度和正常发展, 是有助

于为实体经济动员储蓄和提供融资支持的。但是, 当虚拟

经济发展到过度膨胀时, 其作用就会走向反面。这是因

为, 在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阶段, 金融投资收益大大高于实

体经济投资收益。在高投资回报预期下, 大量资金从实体

经济领域流向虚拟经济领域, 造成经济虚假繁荣和经济泡

沫的不断累积。如果流入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过多, 就会

造成实体经济部门资金不足, 发展乏力, 形成生产性投资

的挤出效应。另外, 资金供求失衡又会引致利率大幅上

升, 使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因融资成本过高而萎缩甚至停

滞, 严重损害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

第二, 虚拟货币的过量发行和银行信贷呆坏账的大幅

增多, 会动摇实体经济正常的运行秩序和信用基础。

虚拟货币的出现虽然使货币的供应具有足够的适应实

体经济发展需要的弹性, 但也使货币的过量发行和通货膨

胀成为可能。尤其是当具有信用创造功能的现代商业银行

脱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要大量通过创造存款提供信用时,

整个实体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通货膨胀。如果银行发放

的大量贷款难以收回并形成大幅度增多的呆坏账, 不仅会

使银行的金融资产因实际价值大大低于账面价值而产生金

融泡沫, 而且会使正常信用关系遭受破坏, 动摇实体经济

稳定运行的信用基础。

第三,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使金融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性加大。

虚拟经济的急剧变动会通过利率、汇率或资产价格变

动迅速传播到实体经济中去, 挤压实体经济的发展, 导致

实体经济的萎缩甚至停滞。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过度背

离而达到或接近其临界状态时, 这种没有真实价值增值支

撑的虚拟资本就可能由于实体经济中泡沫的破灭, 使得金

融机构陷入流动性危机, 引起金融市场的波动, 市场波动

再反作用于机构, 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将导致全球的金融危

机。因此,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必然使金融业的不确定性和

风险性加大。就拿美国的金融危机来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

原因就是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偏离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

面, 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高起, 导致美国实体产业尤其是

制造业逐步弱化; 另一方面, 华尔街创造出大量的纷繁复

杂的金融衍生产品, 由于这些产品普遍具有高杠杆、廉价

信用的特点, 并且能够实现快进快出、大进大出的操作规

程, 使一批 玩资本 的人能够快速地高额获利。同时,

美联储放出大量美元货币, 这又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投资人

进入以大量金融衍生产品为主体的虚拟经济, 结果造成全

球虚拟经济的整体交易规模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交易规

模, 因而造成了虚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偏离实体经济, 走

过了头。

以上的分析表明, 虚拟经济是一把 双刃剑 , 在对

实体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 也可能会对实体经济带来较大

的负面影响甚至是破坏性的损害, 使国民经济发生动荡和

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因此我们要注重虚拟经济和实体

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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