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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为正向激励机制的提供了经验证据，现金贷平台的借款者对于大额借款的违约率
反而更小，借款金额每增加 100 元，违约率反而下降 3.3%；另一方面，逆向选择在统计和
经济意义上都十分显著，违约率高的借款者会选择更大的借款金额，选择多借 100 元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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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prominent in theory, it is hard to tell which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re
empirically relevant in consumer credit market. This paper pioneered in testing for incentive effect
and selection effect, exploiting a quasi-experiment from a Chinese online cash loan platform.
Instrument variable approach suggests that cash loan borrowers are surprisingly less likely to
default on larger loans. A 100RMB larger cash loan leads to a 3.3 percent drop in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Conversely, there is economically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dverse selection into
larger cash loan. Cash loan borrowers who choose a 100RMB larger loan are 12 percent more
likely to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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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学术界，理论模型十分强调私有信息在解释信贷市场失灵现象的重要作用（Stiglitz and
Weiss , 1981）
。信息不对称及其引发的信贷约束能够解释消费、借贷、劳动供给和保险市场
中的各种异常行为。在这些研究的启发下，政策制定者和借贷平台运营者都在不断尝试使用
各种措施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然而，这些措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在实证上，究竟哪一种
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更为相关的：催收改善和还款激励能够更好地解决激励问题，信用评级和
信息获取则可以帮助缓解选择问题。
本文使用我国现金贷的微观数据，为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相关实证经验证
据。近年来，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通过移动支付、大数据等技术，为我国数亿“信用白户”
建立数字信用，提升整体的消费金融获得率。尽管如此，《2019 年中国消费金融发展报告》
指出，我国目前消费金融获得率仍然偏低，近 40%成年人从未获得过消费金融服务。现金贷
是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中的一种，它通过运用科技手段降低借款成本，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
新型融资渠道，提高其社会福利，具有“草根”和普惠金融的特性（巴曙松，2018a）
。现金贷
平台作为线上消费信贷市场，具有更好的数据可得性，为研究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
供了难得的研究环境。
由于收入较低且信用历史匮乏，现金贷平台的借款者更容易受到信贷市场失灵的冲击。

互联网金融专向委员行业数据显示，现金贷行业用户收入不稳定且没有社保来源，不能从银
行等传统信贷渠道获得信用贷款，只能从现金贷上以高额的利息为代价筹得借款用于紧急的
资金周转，如未预期的支出冲击或收入冲击。现金贷的另一个特点是无抵押贷款，且违约记
录不会被传统的征信机构收录，违约惩罚基本仅限于收到催收机构的电话和短信。理论表明，
上述有限承诺问题都会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Chatterjee et al., 2007）
。
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识别现金贷市场上的激励问题。核心微观数据来自某现金贷平台，
该平台在系统测试期间从申请提升信用额度的 9998 位借款人中随机通过了部分申请人的提
额申请。本文利用这次“随机试验”
，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有效识别出借款金额对违约行为的
因果影响。由于借款人借款前的借款金额与借款后的违约行为之间的关系既包含了选择机制
也包含了激励机制，在特定假设下，我们通过从对借款金额与违约行为之间的横截面回归的
相关系数中剔除激励机制下的因果回归系数，从而对选择机制进行估计。
与文献中传统的道德风险预测相反，我们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提供了正向激励机制的经
验证据，现金贷平台的借款者对于大额借款的违约率反而更小，借款金额每增加 100 元，违
约率反而下降 3.3%；相反地，逆向选择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都十分显著：违约率高的借款
者会选择更大的借款金额，选择多借 100 元的借款人会增加 12%的违约概率。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点：首先，本文巧妙地利用某现金贷平台的随机自然实验来识
别激励机制，是对识别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个机制的相关实证文献的重要补充。事实上，
能够将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两种机制从实证数据中剥离开来的文献十分匮乏，大多数研究信
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经典实证研究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比如，Chiappori 和 Salanie
（2000）是研究美国车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经典文献，他们明确表明该文尚未能利用已有
数据区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个机制。本文首次利用我国线上消费信贷市场上的借款数
据，有效识别借款金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激励机制和选择机制，具有一定开创性。
第二，本文为正向激励的存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不同于传统的道德风险（Adams, Einav
and Levin, 2009）
，本文发现放松信贷约束反而会降低现金贷借款的违约率，进一步从实证上
验证了正向激励是存在的。第三，本文首次提出借款条约中的借款金额也可以来预测违约风
险，而以往关于预测借款人违约风险的文献都是利用借款人的个人特征如收入状况、家庭组
成等来预测，从这个角度来讲，本文同时具有现实价值。
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我们将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三部分对现金贷
平台进行介绍；我们在第四部分提出理论假说；第五部分进行数据描述；第六部分汇报核心
实证结果并对结果进行讨论分析；最后进行总结讨论。

二、文献综述
（一）理论中的激励机制和选择机制

学者们普遍认为，借款条约和违约风险相关性包含了选择机制和激励机制。但学者们对
于两种机制下二者相关性的正负方向莫衷一是。从激励机制来看，虽然负向的激励机制，即
道德风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更为丰富和广泛（Bisin and Guaitoli, 2004；Parlour and
Rajan, 2001）
，但正向激励机制也在文献中出现过，随机提高借款金额可能会增加借款人的
还款意愿或者降低借款人的还款意愿，这取决于信贷市场上的激励机制是否有效（Dobbie
and Skiba, 2013)。
从选择机制来看，二者的相关性可能是正向也可能是负向。更多文献表明，高风险的借
款人会选择大额借款（Adams et al., 2009）
，这是传统的逆向选择机制，也就是拿走更多借款
的人是未识别的高风险借款者；同时也有文献指出，低风险的借款人也有可能选择选大额借
款，这就是理论上的“留下好人”(cherry picking, Chiappori and Salanie , 2000)的正向选择机制
(advantageous selection, De Meza and Webb, 2001)。
本文为已有理论模型对于激励机制和选择机制的正负方向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实证检验。
一方面，本文发现借款人对大额借款的违约率更低，为正向的激励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另
一方面，本文发现高风险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大额借款，为逆向选择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从实证中识别选择机制和激励机制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补充了有效识别激励机制和选择机制的相关实证文献。激励机制刻画
了事前的借款条约与事后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选择机制刻画了不同风险的借款人的
借款条约自选择问题。二者均是由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Stiglitz and Weiss , 1981）。
关键问题是在实证检验中，要从借款条约与违约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中识别出两个机制。这种
识别是较为困难的，比如 Chiappori 和 Salanie（2000）研究了车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但
未能区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个机制。
事实上，目前还没有获得普遍认可的能够将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两种机制从实证数据中
剥离开来的文献。目前为止，有三篇顶刊发表的文献尝试从可得数据中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险两种机制识别开来：Dobbie 和 Skiba（2013）研究美国线下发薪日贷市场，利用授信额度
与申请人之间存在的阶梯定价，使用断点回归的方法识别道德风险，发现借款金额每增加 50

美元，还款概率降低 17%至 33%；OLS 回归在剔出断点回归因果效应后表明，自主选择的
借款金额每增加 50 美元，借款人的未识别风险增加 16%至 47%。Karlan 和 zinman（2009）
在南非线下消费贷市场上的田野实验，区分“提供”利率和“签约”利率，从而将签约前隐藏信
息的“逆向选择”机制和签约后“道德风险”机制识别出来。Adams，Einav 和 Levin（2009）利
用价格的外生性变化和预付金来识别车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从而倒推违约率和贷款金额相
关性中的逆向选择机制的影响大小，研究发现借款金额每增加 1000 美元，违约概率上升 16
个百分点。
以上三篇文献都是研究国外线下信贷市场，而本文首次利用我国线上消费信贷市场上的
借款数据，有效识别借款金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激励机制和选择机制，具有一定开创性。

（三）网络信贷市场与信息不对称研究

本文从现金贷平台的角度研究信息不对称问题。关于网络借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研究主
要集中在网贷平台上，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如何预测网贷平台的风险。向虹宇等
（2019）发现，利率越高，网贷平台成为问题平台的概率越高。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课
题组（2018）指出，2015-2016 年间，有 40%的平台涉嫌诈骗。张海洋（2017）通过构建信
号传递模型说明在中国网贷市场上的“好平台”有动机发送信号以吸引更多投资者。何光辉
（2017）发现我国 P2P 问题类平台与正常平台之间的道德风差异显著。
另一类是如何预测借款者风险。Hertzberg 等（2018）使用美国最大的线上借贷平台
Lending Club 的数据，开创性地提出借款期限的自选择可以用来识别高风险借款人。廖理等
（2015a，2015b）发现，借款人的教育背景、借款描述的语言特征有助于预测网贷借款的违
约率。陈霄（2014）发现标的特征、信用和地区因素对借款人的成本具有显著影响，并且指
出网络借贷平台及其中的借贷参与者要警惕可能存在的“赌博式融资”行为。
不同于已有文献对借款人本身特征能够预测借款者风险的研究，本文首次提出借款条约
中的“借款金额”的自选择也可以作为一种信号用来识别高风险借款人。本文的发现兼具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我国现金贷平台
传统信贷模式授信成本过高、征信缺失，限制了传统金融机构服务长尾人群。互联网消
费金融平台通过移动支付、大数据等技术，为我国数亿“信用白户”建立数字信用，突破了传

统信贷模式的瓶颈，进而能够提升整体的消费金融获得率。现金贷是一种短期小额、无场景、
无抵押的纯信用贷款（巴曙松，2018a），是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中的一种。它通过充分运用
金融科技创新和实践降低借款成本，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新型融资渠道，提高其社会福利，
具有普惠金融的特性（巴曙松，2018a）。截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我国在运营网络现金贷
平台 2693 家，各类用户近 1 千万人。
尽管如此，
《2019 年中国消费金融发展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消费金融获得率偏低，仍
有近 40%成年人从未获得过消费金融服务，消费金融能够扩大内需带动消费，未来五年还有
较大发展空间，相关研究十分迫切与重要。本文的研究有利于现金贷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管者
对现金贷平台目前的发展现状和痛点有更加充分的认识，进一步促进金融科技在消费信贷市
场的应用。
现金贷的雏形是起源于 20 世纪末的美国发薪日贷款。虽然发薪日贷款从诞生之日起就
伴随高息费、信息不透明和多头借贷等诸多问题，但发薪日贷能够从根本上缓解家庭的流动
性约束，优化消费者生命周期的效用，提升居民整体福利，具有重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
Karlan 和 Zinman（2009）发现，获得贷款的家庭在贷款后 6 个月、12 个月生活均有改善。
Morse（2011）发现发薪日贷将自然灾害对家庭的负向影响降低了 1.0-1.3 个百分点。
巴曙松等（2018b）总结了发薪日贷五个特点：发薪日贷款费用普遍较高，年化利率普
遍在 400%左右；借款期限较短，一般在一个月以内；借款额度较小，一般在 500 美元以下；
用户年龄以 25-44 岁的低收入雇员为主；无使用场景和用途限制，申请简便。上述特点与我
国现金贷十分相似。我国互联网金融专向委员行业数据显示，现金贷行业用户以年轻男性为
主，收入不稳定且没有社保来源，不能从银行获得信用贷款，只能从现金贷上以高额的利息
为代价筹得借款用于紧急的资金周转，如归还花呗付款等。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金贷市场与美国的发薪日贷市场存在两方面不同：一方面，美国
的发薪日贷线下布局，而我国的现金贷平台作为金融科技赋予消费信贷的一种全新模式，依
托大数据分析，在识别用户风险等级方面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美国的发薪日贷本质上有
抵押贷款，申请者接受薪水的账户被质押在借款公司，而我国的现金贷平台是无抵押的信用
贷款，对建立完整征信系统和有效还款激励机制的要求更高。
基于上述特点，现金贷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现金贷平台能否利用抓取互联网另类大
数据以及数据分析，精确识别高风险借款者，通过减少信息摩擦，缓解传统信贷市场高风险
借款者的逆向选择问题。本文从这个角度切入进行研究。

四、理论假说
现代信息经济学表明，完全竞争的信贷市场环境下，信贷约束依然存在的根源是信息不
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Stiglitz and Weiss, 1981）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都
会使得违约风险与借款的利率及金额之间存在相关性（Dobbie and Skiba, 2013）
。王靖一（2018）
通过断点回归的方法证明了借款者的违约风险相对利率没有显著的敏感性。在本文现金贷平
台的设定下，利率是平台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事前设定的，借款人只能选择借贷金额，故
借贷金额是我们在研究信息不对称问题时的切入点。
已有文献表明，有两种机制可能影响借贷金额和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Adams, Einav and
Levin, 2009）。其一是逆向选择机制：还款能力较低的借款人更可能选择更大的借款金额。
从逆向选择的机制来说，那些已知自己是高风险类型的借款者认为自己按时还款的可能性较
低，所以他们会选择更大的借款金额。而资金提供方无法观测到借款者的风险类型，高风险
借款者的逆向选择就会导致，同一个借款合同总是会吸引更多高风险借款者。这时如果引入
风险识别，给每个借款者一个发送风险信号的功能，资金提供方就会让低风险借款者享受更
低利率和更大借款金额。
其二是道德风险机制：借款人在面对更大金额的借款时会产生更高的违约风险，触发策
略性违约。从道德风险的机制来说，在传统的道德风险模型中（Dobbie and Skiba, 2013）
，借
款者是企业家，其还款的净收益越小，在创造利润的时候就会越不努力：如果还款的净收益
相对借款金额是凹函数（concave）
，那么努力程度借款金额就是负相关的。进一步推广到消
费信贷模型中，如果借款者违约的惩罚相对于违约的收益增长更慢，借款者即便有还款能力，
面对大额高息贷款时也因为还款激励不足而选择策略性违约。道德风险反映了还款人的还款
意愿，可以将其形象比喻为现金贷平台“胡萝卜加大棒”机制有效性，其中“胡萝卜”代表还款
后的信用升级带来的贷款成本进一步下降与信贷限额进一步上升；“大棒”代表不还款的后果，
既包括可量化的比如信用评分下降，在同一家现金贷平台上不可能再次获得流动性来源，而
通过其他现金贷平台借贷的可能性降低，也包括不可量化的比如来自现金贷平台的电话催收
会带来心理上的折磨。
为了定量说明逆向选择机制和道德风险机制的微观原理，本章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给
出一个符合我国现金贷市场设定的消费者跨期优化模型，具有一定文献价值。考虑一个消费
者两阶段模型，在第一阶段，借款者面对外生的借款条件：借贷利率r和借款金额限制L。借
款者根据两个阶段的预期收入（y1 , y2 ）以及风险类型θ。在第一阶段选择借款金额a。此处

引入第二阶段收入的不确定性，即每个借款者第二阶段的收入都有一个均值为零且独立同分
布的扰动项ε。
给定第二阶段收入的实现情况，借款者在第二阶段选择是否还款。如果借款者还款，那
么他第二期只能消费收入减去还款金额的部分。如果借款者违约，那么他可以消费第二期的
全部收入，但是承担违约成本。我们对违约的成本函数C(a, L, θ)做三个假设：1）违约成本对
借款金额a的偏导大于零。因为借款金额越大，资金提供方就更会提升追贷催收系统的有效
性；2）违约成本对信贷限额L的偏导大于零，因为借款者会更加珍惜大限额的借款平台，在
大限额平台上违约意味着未来可以获取的借贷金额变小；3）违约成本对风险类型θ的偏导大
于零，高风险的借款者违约成本更大，这是因为低风险的借款者收入预期较平稳，流动性需
求较少，未来对于借贷的需求小于高风险借款者。
假设消费者效用函数满足 U’ > 0，U’’ > 0。首先考虑第二期，给定借款金额和收入实现
情况，借款人选择是否还款。如果第二期还款，那么第二期的效用函数为U2 (y2 + ε − Ra)，
如果第二期违约，那么效用函数是U2 (y2 + ε) − C(a, L, θ)。借款者选择还款当且仅当：
（1）

U2 (𝑦2 + ε − Ra) ≥ U2 (𝑦2 + ε) − C(a, L, θ)

也就是说，对于每个借款者来说都有一个收入实现的门槛ε∗ (a, L, θ)，如果收入实现恰好
落在该点上，借款者还款和违约行为的效用无差异。当收入实现ε ≥ ε∗ (a, L, θ)时，借款者选
择还款；当收入实现ε < ε∗ (a, L, θ)时，借款者选择违约。策略性违约是指借款者第二期的收
入大于还款本息𝑦2 + 𝜀 ∗ (𝑎, 𝐿, 𝜃) > 𝑅𝑎，但仍然选择违约的情况。
其次考虑第一期，给定第二期收入扰动项的分布和信贷限额，借款者选择借款金额a ∈
[0, L]从而最大化预期效用。即：
∞

𝜀∗(𝑎,𝐿.𝜃)

max 𝑈1(𝑦1 + a) + ∫𝜀∗(𝑎,𝐿.𝜃) 𝑈2(𝑦2 + 𝜀 − 𝑅𝑎)𝑑𝐹(𝜀) + ∫−∞

𝑎∈[0,𝐿]

𝑈2 (𝑦2 + 𝜀) −

𝐶(𝑎, 𝐿, 𝜃)𝑑𝐹(𝜀) （2）
，其中ε∗ 的定义为 𝑈2 (𝑦2 + 𝜀 ∗ (𝑎, 𝐿, 𝜃) − 𝑅𝑎) = 𝑈2(𝑦2 + 𝜀 ∗ (𝑎, 𝐿, 𝜃)) − 𝐶(𝑎, 𝐿, 𝜃) （3）
最优解的一阶条件是：
𝜕𝑈1
𝜕𝑎

∞

≥ ∫𝜀∗(𝑎,𝐿.𝜃)

𝜕𝑈2
𝜕𝑎

𝜀∗(𝑎,𝐿.𝜃) 𝜕𝐶

𝑟𝑑𝐹(𝜀) + ∫−∞

𝜕𝑎

𝑑𝐹(𝜀) （4）

上述一阶条件等式成立当且仅当a ≤ L，否则借款者受到信贷约束。
∞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借款金额a和还款概率∫𝜀∗(𝑎,𝐿.𝜃) 𝑑𝐹(𝜀)之间的关系，
从模型中可以看到，
有两个机制影响二者的关系。第一个机制是道德风险机制：从（3）式来看，控制风险类型
θ，同一个借款者面对不同借款金额时的还款概率，如果违约成本C是a的凹函数（concave）
，

𝜕𝐶

且𝜕𝑎 <

𝜕𝑈2
𝜕𝑎

𝑅，即对借款成本增加一个单位，违约的边际成本大于还款的边际成本，那么还

款概率随着借款金额的上升而减小，这就是道德风险机制。王靖一（2018）将道德风险定义
为借款者非理性过度借贷，但我们假设借款者是理性人，在第一阶段选择借款金额以最大化
效用。我们对道德风险的定义与 Adams，Einav 和 Levin（2009）相同，表示借款者在还款阶
段的还款意愿。
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将信贷限额提升带来的借款金额增加识别出来，通过信贷限
额的提升去估算激励程度。这时，如果

𝜕𝐶 𝜕𝑎
𝜕𝑎 𝜕𝐿

𝜕𝐶

+ 𝜕𝐿 <

𝜕𝑈2 𝜕𝑎
𝜕𝑎 𝜕𝐿

𝑅，即信贷限额增加一个单位，违

约的边际成本大于还款的边际成本，就会出现负向激励；反之则会出现正向激励。
第二个机制是逆向选择机制：结合（3）和（4）式看，更高风险的借款者的还款概率更
𝜕𝜀∗

小（

𝜕𝜃

< 0）
，他们面对的相对借款金额的边际还款成本就会更低，所以更高风险的借款者

选择更大金额的借款金额。
将两个机制总结对比来看，一方面，逆向选择机制是签订借款条约前（ex-ante）发生的，
高风险借款者可以隐藏自己高风险的身份，在条约签订的时候选择大额借款；道德风险机制
是签订借款条约后（ex-post）发生的，同一位借款者面对不同借款金额的时候还款行为不同，
同一位借款者借款金额更大的时候更可能选择策略性违约。另一方面，逆向选择机制体现了
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而道德风险机制体现了借款人的还款意愿。
如果仅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无法得出借款金额和违约风险之间的确切关系，更无法明确
识别影响二者关系的两种机制：道德风险机制（给定 θ，由于借款金额变大而直接导致的违
约率变化）和逆向选择机制（由于 θ 不同产生的借款金额和违约率的相关关系）。下述实证
分析将着力于此。

五、数据描述
本文研究使用的核心微观数据来自我国一家现金贷平台，该平台自 2013 年成立以来便
定位于依托大数据分析的科技公司，致力于使用数据分析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降低信息不对
称和交易成本，服务信用决策。截至 2018 年 6 月，该平台用户人数超过一亿；截至 2017 年
4 月，放贷总额超过 22 亿人民币。平台借款平均金额 1000 元，借款平均期限 3-4 个月。为
提高后台风控能力，该平台在 2016 年 4 月 20-30 日期间进行了一次后台系统测试，在申请
提升信用额度的 9998 位借款人中随机通过了部分申请人的提额申请，本文利用这次“随机试

验”，识别借款金额与违约行为之间的的因果效应。
从现金贷平台获得一笔借款的全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借款者通过
提供个人信息成为合格借款人：借款人下载现金贷平台的手机应用客户端，使用身份证进行
注册，授权平台从包括淘宝、支付宝、京东、通讯录等手机功能端抓取个人信息，现金贷后
台通过分析个人信息给出信用评分并设定借款限额，借款者授权信息越多，越可能获得更大
的借款限额。
第二阶段是借款人申请借贷：借款人在限额范围内选择借款金额并绑定还款渠道，现金
贷后台通过借款人信用评分和借款金额设定利率（这里没有根据借款金额做出二次筛选），
由于现金贷平台的年化利率远超传统渠道的借贷，平台只会给出分期付款金额（一般为等额
还款）而不会给出等价的年化利率，如果借款人同意此利率便提出申请。等待现金贷后台审
核（一般在一天以内）
。第三阶段是借款人获得贷款；第四阶段是借款人分期还款，期间借
款人可以通过提供更多信息、完成历史还款来不断更新自己的信用评分，以此申请提高信用
额度。
本文使用的数据集包含了系统测试期间（2016 年 4 月 20 日-30 日）主动申请提升信用
额度的 99982个借款人的个人信息，以及这些借款人自注册账户起截至 2018 年 2 月在该平
台上完成的 555003笔借款订单信息。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电商消费、历史借款额度；
订单信息包括借款金额、利率等级、借款时间、还款期限、还款期数、每期还款的逾期情况、
每期还款的完成状态。
表 1 报告了本文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平均 79%的借款人是男性，借款人
平均年龄 30 岁，他们在淘宝上的历史消费记录平均约 5 万元人民币，在平台系统测试期间
有 26%的人通过提额申请，
系统测试后借款人的平均借款限额为 4483 元。
从借款订单来看，
每笔借款订单的平均金额是 1102 元；平均利率等级是 2（共分为 1-10 共十个等级）
；平均还
款期数为 5 期；订单申请日期平均为 2016 年 4 月（平台上线时间是 2013 年 10 月，数据截
至日期为 2018 年 2 月）；每笔借款的平均逾期比例和违约比例（定义为逾期或违约期数占总
期数的比例）分别为 29%和 5%，说明大部分逾期的贷款截至 2018 年 2 月时刻都已追回款；
全部订单中的逾期率（定义为只要有一期未按时还款则记为逾期）为 51%，说明该平台上一
半的借款订单都不能按时全部回款；全部订单中违约率为 11%，即该平台十分之一的借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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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权限问题，数据描述和实证结果针对 9998 全样本中随机抽取的 2101 子样本

3

子样本中包含 17468 笔借款订单信息

单出现了无法追回的贷款。
表 1：全样本变量的统计数据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P25

中间值

P75

loanamt

17468

11.02

111.23

4.48

8.04

14.53

订单信息

借款金额(百元)
利率等级
还款期数
申请日期
逾期天数（天）
逾期比例
策略性违约
是否逾期
是否违约

r

17468

1.97

0.91

1

2

2

payterm

17468

5.29

3.88

2

4

6

apptime

17468

2016.4.29

167.91

2016.1.15

2016.5.9

2016.9.22

overduedays

17468

41.36

142.73

0

0

1

overduerate

17468

0.29

0.36

0

0

0

strategic

17468

0.11

0.18

0

0

0.5

loan_od

17468

0.51

0.49

0

1

1

Loan_de

17468

0.11

0.31

0

0

0

sex

2101

0.79

0.41

1

1

1

bornyear

2101

1988

5.76

1985

1989

1992

appv

2101

0.26

0.44

0

0

1

taocon

1438

497.31

151.23

70.42

198.76

496.74

after

2101

44.83

362.24

17.33

33.43

62.02

借款人信息

性别
出生年份
是否通过申请
淘宝消费记录（百元）
借款限额（百元）

注：借款金额是每笔借款的百元人民币面值；利率等级是借款者面对的利率相对高低（越高表示还款负担越重）；还款期数是
分几次还清贷款；申请日期是借款者申请该项借款的时间；逾期比例是该项借款中未按时还款的期数占总期数的比例；违约比
例是该项借款中未还款（截至 2018 年 2 月）的比例；性别项定义男性为 1；是否通过申请定义为 1，若平台通过借款者在平台
随机试验期的提额申请；淘宝消费记录是随机试验前该借款者通过淘宝购买的历史消费总额，单位百元人民币；借款限额是随
机试验结束后每位借款者的借款限额，单位百元人民币。

样本数据与我国互联网金融专项委员会披露的现金贷行业数据基本匹配4。行业数据显
示，20-30 岁与 30-40 岁的用户数分别占用户总数的 40.76%和 27.71%；男性用户占 66.65%；
全部平台的人均借款金额约 1400 元。

六、核心实证结果
（一）实证策略与先决验证

本文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现金贷平台的借款金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关系，识别我国现金
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根据上节理论假说，实证的关键是找到借款金额对违约行为的因
果效应并从相关性中剔除，从而判断逆向选择机制的效应。本文的实证思路与 Adams，Einav
和 Levin（2009）相近，该文利用价格的外生性变化和预付金来识别车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
从而倒推违约率和贷款金额相关性中的逆向选择机制的影响大小，研究发现借款金额每增加

4

https://www.ifcert.org.cn/industry/187/IndustryDetail

1000 美元，违约概率上升 16 个百分点。本文的实证策略主要分为两部分：
（1）分析借款金
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2）分析借款金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上述关于因果效应的实证策略是，利用研究样本公司在借款者中随机提升借款限额的
“准实验”，开创性地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识别借款金额对违约行为影响的因果效应。工具变
量法最初的出现是为了解决联立方程组问题：让只出现在一个方程中的变量变动，由此引起
的平移会与其他方程相交并得到一个轨迹，这个轨迹就是另外一个方程，用来实现方程移动
的这个变量被称为工具变量。而如今，正如 Angrist 和 Pischke（2009）指出，人们对工具变
量法的广泛使用是为了解决遗漏变量偏误。工具变量法就像随机试验那样，既避免了在回归
中加入过多控制变量，还解决了控制变量被遗漏或者存在未知控制变量时带来的问题
（Angrist and Krueger, 2001；Stock and Trebbi, 2003）
。
考虑下面这个表述借款金额 A 和违约率 D 之间因果关系的计量模型：
𝐷𝑖 = 𝛼 + 𝛽𝐴𝑖 + 𝜀𝑖
我们关心的参数项是β，它刻画了借款金额对违约率的因果影响，也就是道德风险机制下的
效应。但是该计量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借款金额是借款者内生决定的，借款者可以自主选
择借款金额从而最大化效用。在理论模型中，影响借款者选择借款金额的大小的因素有很多
是无法在实证中观测到的数据，借款金额有可能是违约行为的函数。具体来说，选择不同借
款金额的人本来就有不同的违约行为，即E[εi|Ai] ≠ 0，所以直接将违约率对借款金额进行
OLS 回归得到的系数是有偏误的。什么时候这个偏误能够被纠正呢？那就是利用一些随机
性去找到具有相同特征的借款人，使得那些无法观测到的数据被控制住。
工具变量法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方法要求我们找到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叫做工
具变量，记为Zi）
，它与解释变量借款金额Ai有关，但是与决定被解释变量违约行为Di的其它
因素都无关，也就是说cov(εi, Zi) = 0。换句话说，能够使用工具变量来识别解释变量对被解
释变量的因果效应的前提，是该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工具变量影响被
解释变量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解释变量。具体来说，这个前提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1）工具变
量可以起到随机抽样的效果，
（在控制了协变量之后，工具变量与潜在结果无关）；
（2）工具
变量应该对解释变量有确定的影响。
样本公司在借款者中随机提升借款限额的“准实验”巧妙地为我们研究提供了一个工具
变量 Z。这个工具变量就是借款人的借款申请是否被平台批准（若被批准则记录为 1）的虚
拟变量。随机性的提升借款额度，使得通过申请的借款者（𝑎𝑝𝑝𝑣 = 1）和没有通过申请的借
款者（𝑎𝑝𝑝𝑣 = 0）具有平均意义上相同的风险特征，也就是说:

E [εi|appv = 1] = E[εi|appv = 0]
由于被通过提额申请的借款者面对的借款限额更大，它们会选择更大金额的借款；而相同特
征却未被通过提额申请的借款者只能选择小额借款。所以，被通过提额申请的借款者和未被
通过提额申请的借款者在违约行为上的表现差异完全是借款金额的因果效应。综上所述，本
研究将 appv 变量作为借款金额的工具变量，识别借款金额对违约率的因果效应这一方法是
合理的。
从“准实验”层面，可以说明借款人借款申请是否被批准（appv）满足其成为工具变量（Z）
的两个前提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工具变量可以起到随机抽样的效果，
（在控制了协变量之
后，工具变量与潜在结果无关）
；第二个假设是：工具变量应该对解释变量有确定的影响。
在假设成立的前提下，Angrist 和 Pischke（2009）指出，我们关心的系数 β 本质上是 Di 关于
appvi 的总体回归方程（称之为简约式）系数与 Ai 关于 appvi 的总体回归方程（称之为第一
阶段）系数的比值：
𝛽=

𝑐𝑜𝑣(𝐷𝑖 , 𝑎𝑝𝑝𝑣𝑖 ) 𝑐𝑜𝑣(𝐷𝑖 , 𝑎𝑝𝑝𝑣𝑖 )/𝑉(𝑎𝑝𝑝𝑣𝑖 )
=
𝑐𝑜𝑣(𝐴𝑖 , 𝑎𝑝𝑝𝑣𝑖 ) 𝑐𝑜𝑣(𝐴𝑖 , 𝑎𝑝𝑝𝑣𝑖 )/𝑉(𝑎𝑝𝑝𝑣𝑖 )

其中，cov 代表协方差矩阵，V 代表方差矩阵。工具变量估计值就是上述等式的样本值。
我们进一步从具体的实证数据上来验证假设成立，首先来验证假设一是否成立。根据下
表 2，提额申请被通过的借款者在核心变量，如性别、年龄和淘宝历史消费（在系统测试之
前的全部消费记录）上提额申请未被通过的借款者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提额申请被通
过的借款者的借款限额（截至系统测试结束时的借款限额）显著高于未被通过的借款者。同
时，提额申请被通过的借款者在系统测试结束后的第一笔借款的借款金额显著高于提额申请
违背通过的借款者。至此，我们验证了 appv 变量在借款者之间的随机性，其作为外生性工
具变量来识别借款金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效应满足前提假设一。
表 2：提额申请被通过和未通过借款者的比较
变量
sex
bornyear
taocon
after
loanamt

未通过申请（appv=0）
均值
标准误
0.7887
0.0111
1988.057
0.1561
0.0529
0.0053
2.7144
0.0683
1.1972
0.0419

通过申请（appv=1）
均值
标准误
0.7889
0.0182
1988.205
0.251
0.4709
0.0059
3.65
0.1092
2.2521
0.0900

未通过申请-通过
差值
t 统计量
-0.0002
-0.0087
-0.5481
-1.8356
0.0058
0.6393
-0.9355
-7.1707***
-1.0548
-12.0674***

注：***表示在 1%水平下统计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下统计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下统计显著

其次我们来验证假设二是否成立，也就是第一阶段估计值不能为零。根据表 3 第（1）

列，将借款金额 A（
i 单位百元）对虚拟变量 appv（
i 申请提额是否被通过）进行一阶段回归，
回归系数显著。一阶段回归同时具有重要的经济含义，回归系数可以解释为，提额申请被通
过的借款者相比未被通过的借款者，在下一笔借款中平均意义上多借 1056.7 元。这表明，
该平台使用者具有显著的流动性约束。一阶段回归为我国信贷市场流动性约束提供了有力证
据，与已有文献的结论相符。Gross 和 Souleles（2002）使用信用卡数据发现额度提升能够迅
速带来 10%-14%的借贷增长。Agarwal 等（2014）使用更新的数据发现每 1000 美元的额度
增长，会带来 500 美元的使用值增长。
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 3 第（2）-（5）列分别加入不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控制变量包括利率，
（利率反映了现金贷平台对借款者信用状况的评估，高利率表示现金贷
识别该借款人的类型为高风险）
，性别、年龄、以及淘宝历史消费。回归结果表明，一阶段
回归系数显著正向且具有稳健性，假设二成立。

表 3：第一阶段 OLS 回归
解释变量

(1)

（2）

appv

1.0548***
（12.07）

1.024***
（11.75）

r

-

taocon

因变量：loanamt
（3）

（4）

（5）

1.024***
(11.74)

1.0322***
（11.87）

1.0567***
（10.84）

0.2011***
（4.33）

0.2011***
(4.32)

0.1999***
（4.31）

0.1932***
（3.74）

-

-

-0.0005
(0.01)

-0.0087
(-0.09)

-0.0325
（-0.29）

bornyear

-

-

-

-0.0233***
(-3.17)

-0.0247***
（-3）

sex

-

-

-

-

0.6414
（2.34）

样本量
F
R2

2101
145.62
0.0914

2101
83.08
0.1025

1438
55.35
0.1019

1438
44.29
0.1075

1438
30.14
0.1089

备注：解释变量部分的第一行是系数估计值，第二行括号内为 t 统计量；***表示在 1%水平下统计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下统计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下统计显著;R 方是调整前的系数；F 统计量原假设是全部系数均为零

至此，我们验证了选取的工具变量确实满足必要的前提假设。我们仍需探讨的一个问题
是，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否还有其它可能性？比如，平台“准实验”结束后的借款者信用额度
这一连续变量是否可以作为外生性工具变量来识别借贷金额对违约行为的因果效应？我们
认为，信用额度作为外生性工具变量是不合理的。即使在平台“准实验”的设定下，信用额度
本身仍然具有内生性：高风险的借款者信用额度更低，即使高风险借款者的提额申请被随机
性地批准，提额后的信用额度仍然有可能小于低风险的借款者。也就是说，“准实验”结束后
具有相同信用额度的借款者，仍然具有系统性的违约风险差异。

（二）核心回归结果

1、因果效应识别激励机制

上节表明本文的实证策略主要分为两部分：
（1）分析借款金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
系，并且证明了使用工具变量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2）分析借款金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相关
性。本节具体完成实证策略的第一个部分：使用工具变量法完成借款金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
因果关系检验。上节计量模型中的违约行为 Di 在本节中被定义为数据变量中的策略性违约

strategic，表示该笔借款按时归还期数为零（从第一期就开始违约记为 1）。上节计量模型中
的借款金额 Ai 在本节中被定义为数据变量中的借款金额 loanamt (单位为百元)。使用虚拟变
量 appv，将违约比率 strategic 对借款金额 loanamt 进行回归，loanamt 前的系数是我们关心
的参数，它表示了借款金额的变化对策略性违约行为的因果效应。
H1：该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借款人如果能够外生性地多借 100 元，策略性违约概率
会增大。其背后的经济含义是，随着借款人借款本金地随机性增加，还款的边际净收益小于
𝜕𝐶 𝜕𝑎

𝜕𝐶

违约边际净收益，反映上述理论假说中就是𝜕𝑎 𝜕𝐿 + 𝜕𝐿 <

𝜕𝑈2 𝜕𝑎
𝜕𝑎 𝜕𝐿

𝑅，也可以形象比喻为“胡萝卜

“战胜了“大棒“，这种放松信贷约束导致违约概率上升的现象与传统的道德风险相一致。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1）至（5）列第一阶段 F 值均大于 10，说明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
变量（Montiel and Olea-Pfueger，2013）。此外，虽然因变量（是否策略性违约）是二元虚拟
变量，但是在工具变量回归和下文的相关性回归中，我们仍然选择线性回归模型。这是因为，
probit 模型会由于因变量中的随机误差有偏，这与线性回归（如 OLS，IV）中因变量的随机
误差不会导致有偏，只会降低精确度（Hausman，2001）
。Angrist 和 Pischke（2009）也主张
仅使用线性模型而不是 Probit 模型即可：如果条件期望函数是线性的，则像 OLS（或 IV）
这样的线性模型能够很好地刻画；即使条件期望函数是非线性的，也通常使用线性模型进行
近似，特别是如果关注点是边际效应，而不是潜在指数变量的系数的时候。

表 4 工具变量（2SLS）回归
解释变量

(1)

（2）

loanamt

-0.038***
（-2.45）

-0.038***
(-2.30)

r

-

taocon

因变量：strategic
（3）

（4）

（5）

-0.039***
(-2.41)

-0.034***
(-2.23)

-0.033***
（-2.16）

0.040***
(4.43)

0.029***
(3.36)

0.030***
(3.34)

0.029***
（3.28）

-

-

-0.001***
(-2.83)

-0.001***
(-2.65)

-0.001***
（-2.92）

bornyear

-

-

-

-0.007***
(-3.81)

-0.006***
（-3.84）

sex

-

-

-

-

-0.029
（-1.25）

样本量
卡方统计量
R2
一阶段 F 值

2101
1.83
0.02
145.62

2101
29.19
0.03
83.08

1438
25.24
0.03
55.35

1438
39.68
0.04
44.29

1438
41.56
0.04
30.14

注：解释变量部分的第一行是系数估计值，第二行括号内为 t 统计量；***表示在 1%水平下统计显著，**表示在 5%
水平下统计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下统计显著；R2 是调整前的系数；一阶段 F 统计量原假设是回归系数为零

十分有意思地发现是，表 4 显示 loanamt 前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该现金贷平台的借款人
在获得了大额借款后违约概率反而下降，H1 假设不成立。具体来看，第（5）列控制了信用
评级、淘宝消费水平、年龄和性别因素，loanamt 前回归系数为-0.033，说明借款金额每增加
100 元，违约概率会下降 3.3%，下降幅度时该平台平均违约率 51%的百分之 7。借款金额每
增加 300 元（约 50 美元，是文献中典型的信贷可得性阶梯），违约概率下降 10%，下降幅度
是该平台平均违约率 51%的百分之 20。这个发现与传统的道德风险相违背，但是和 Dobbie
和 Skiba（2013）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该文发现发薪日贷的借款金额每增加 50 美元，违约
率下降 6.4%，降幅是平均违约率 20%的百分之 32。
2、相关性回归倒推选择机制

本文的实证策略主要分为两部分：
（1）首先分析借款金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记借款金额对违约行为的因果影响为 IV；
（2）其次分析借款金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为 OLS。
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既包含了借款金额对违约行为的因果影响，
又包含了借款金额的内生性问题，即高风险的借款者会倾向于 选择大额借款金额（选择机

制）
，所以选择机制是二者相关性剔出因果影响后剩余的部分，即 OLS-IV。我们已经完成了
借款金额和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下面将完成第二个部分：分析分析借款金额和违
约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在实证设计上有独特的优势。Dobbie 和 Skiba（2013）使用使用断
点回归的方法识别激励机制，而断点回归的系数表示在断点处的边际效应，选择机制是 OLS
回归的相关性系数在剔出断点回归的因果效应系数，两个系数能够直接相减的假设是边际效
应在非断点处与断点处相同。本文使用工具变量识别因果效应，回归系数不是局部的因果效
应，所以可以将相关性回归系数和因果回归系数直接相减，不必做额外假设。

表 5 借款金额与违约行为
解释变量

因变量：strategic
（2）
（3）

(1)

（4）

（5）

loanamt

0.085***
（3.77）

0.072***
(3.15)

0.086***
(3.46)

0.087***
(3.21)

0.087***
(3.21)

r

-

0.041***
(3.78)

0.034***
(3.35)

0.034***
(3.71)

0.034***
(3.58)

taocon

-

-

-0.001***
(-4.28)

-0.001***
(-4.45)

-0.001***
(-4.63)

bornyear

-

-

-

-0.007***
(-3.62)

-0.007***
(-3.67)

sex

-

-

-

-

-0.029
（-1.26）

样本量
F 统计量
R2

2101
17.97
0.01

2101
17.90
0.02

1438
11.63
0.03

1438
12.61
0.04

1438
10.41
0.04

注：解释变量部分的第一行是系数估计值，第二行括号内为 t 统计量；***表示在 1%水平下统计显著，**表示在 5%
水平下统计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下统计显著；R 方是调整前的系数；F 统计量原假设是全部系数均为零。

表 6 的列（1）-（5）直接对借款金额 loanamt 和策略性违约行为 strategic 之间的相关性
进行检验，我们的核心发现是 loanamt 前的系数在相关性回归中该系数显著为正。直接回归
相关性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工具变量回归因果效应的系数显著为负，这应该如何解读？如前
文所说，直接回归相关性既包含了借款金额对违约行为的因果影响，又包含了借款金额的内
生性问题，即高风险的借款者会倾向于选择大额借款金额（选择机制）
。而工具变量回归仅
包含借款金额对违约行为的因果影响。直接回归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工具变量回归的系数存
在显著为正，其本质原因在于存在逆向选择。
为了更直观的说明两种回归模型的显著差异，下图 1 将表 6（1）-（5）列 loanamt 前的
的系数（空心方形）与表 4（1）-（5）列 loanamt 前的系数（实心圆形）做直观对比，其中
粗线代表 95%的置信区间，细线代表 90%的置信区间，中心点所在的纵轴位置代表回归系
数。根据图 1，空心方形表明借款金额和策略性违约行为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实心圆
形表明借款金额对策略性违约行为的因果效应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这一显著差异在控制了
借款人的信用评级、性别、年龄和消费水平等一系列特征之后仍然是稳健的。这说明，借款
金额和策略性违约行为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不是由借款金额的因果效应导致的，而是由未
识别的高风险借款人的逆向选择导致的。

图 1 回归系数对比

逆向选择机制的大小是表 5 相关性回归系数减去表 4 因果回归系数。根据表 5，借款金
额增加 100 元伴随着违约率增加 8.7%。根据表 4，借款人的借款金额每外生性地增加 100
元，违约率下降 3.3%。也就是说，选择多借 100 元的借款人违约概率增加 12%。这说明该
现金贷平台存在经济意义上显著的逆向选择效应。Dobbie 和 Skiba（2013）的实证结果显示，
选择多借 50 美元的借款人违约概率会增加 8.65%，本文的发现与之基本一致。
除此之外，回归结果还可以帮助分析借款人的人口学指标是否能够预测违约行为。表 6
列（5）中的回归结果显示，除了利率项显著之外，还有其他项在经济和统计意义上显著，
比如年龄稍大的借款者显著有更大的违约概率，具有更多交易成功的消费记录的借款者的违
约概率显著更低。这也就是说，现金贷平台并没有效识别出不同借款人之间的违约行为。

（三）讨论

本文的主要发现为正向激励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更多的借款金额降低了违约概率。这
个发现与道德风险预测相反，在消费信贷市场上，道德风险不仅在理论上有丰富的文献，在
在实证上也有广泛的验证（Adams Einav and Levin, 2009）。关于道德风险为何在现金贷市场
上没有体现，本文做以下四点讨论。
首先一个可能性是，借款人为了维持更高的信贷额度，更倾向于归还大额借款。在这种
情况下，未来更高借款额度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当期直接违约带来的边际收益。这种情况的
前提假设是，借款人通过其它手段提升信贷额度的成本是十分昂贵的，比如借款人需提供记

录良好的社保或纳税信息，或提供收入增加的证明。现金贷平台的提额一般依赖于借款人在
该平台上良好的信用记录，无需提供其它收入证明，所以这种可能性并不是非常高的。
第二，借款人可能会对大额贷款违约的后续催收环节更有压力。如果平台能够有效使违
约成本随贷款金额的增加而增大，违约的边际成本可能比边际收益增长更快。近年来，现金
贷平台暴力催收现象屡见不鲜，部分现金贷平台的催收或委外催收公司，为了迫使借款人还
款，问候借款人全家，催收短信极尽侮辱之词。由于大额贷款更易触发暴力催收，所以这种
可能性有一定根据。
第三，借款金额的增大可能会提高借款人未来的还款能力。比如，如果通讯设备或水电
被切断，那么重新启动这些服务所耗时间成本和费用很有可能超过了借款的利息。更大的借
款金额还可能使得借款人能够有钱修车、保持被雇佣的状态、支付房租，亦或避免驱逐、取
消抵押品赎回权等等。Bertrand 和 Morse（2011）统计显示，近一半的借款者用贷款去支付
账单、
应对紧急情况、
交通费用、
购买食物或者归还其它债务。
Elliehausen 和 Lawrence（2001）
显示，近一半的借款者用贷款来应对未预期的费用冲击，近五分之一的人用来应对未预期的
收入冲击；只有三分之一的借款人没有特定紧急情况，借款仅仅用来酌情支出。从这个角度
来说，放松信贷约束一定意义上解借款人燃眉之急，帮助其平滑消费，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我们的发现也可以用一些行为经济学的决策模型来解释。大量行为经济学文献表
明，借款者在决策时可能会与传统的新古典模型相背离（Rabin，1998；DellaVigna，2009；
Campbell et al., 2011）
。比如，如果借款者受到有限注意的影响，而大额借款显然更加重要，
相比小额贷款能够获得借款者的更多注意力，受到有限注意力影响的前瞻性借款人可能会通
过设置备忘录提醒或者借助按时还款设备来应对大额贷款的按时还款（O’Donoghue and
Rabin，2001）
。还有一种解释是 Lowenstein 和 Prelec（1992）所提出的幅度效应，借款人对
小额贷款的折现大于大额贷款。

七、结语
本文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效应在我国现金贷市场上的存在情况提供了数据支持。工具
变量回归结果为正向激励机制的提供了经验证据，现金贷平台的借款者对于大额借款的违约
率反而更小，借款金额每增加 100 元，违约率反而下降 3.3%；相反地，逆向选择在统计和
经济意义上都十分显著，违约率高的借款者会选择更大的借款金额，选择多借 100 元的借款
人会增加 12%的违约概率。

下文讨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及其改进办法。首先是选择性偏误，借款者有可能因为申请
提升信用额度未获批准，得不到足够的借款金额，从而放弃借款。也就是说，在未被批准提
升额度的借款者中，我们只能观测到部分借款信息，即那些在原有额度下持续借款的订单信
息。但正如 Dobbie 和 Skiba（2013）所说，这种选择性偏误会低估正向激励机制，但对逆向
选择渠道没有影响。进一步地，为了解决这种偏误，可以进一步论证未被批准提升额度的借
款者中，有多少人仍旧在持续借款。数据表明，90%的人依旧在测试阶段结束后的半年内填
写了借贷订单，所以这种选择偏误并不会对结果造成显著影响。
第二个局限性是样本偏误，一方面，我们无法观测到那些未在现金贷平台“准实验”期
间申请提额借款人的信息。由于本文的样本选择集中在某一家现金贷平台公司“准实验”期间，
样本选择集中在现金贷平台系统测试期间向该平台申请提额的借款人，这些借款人很可能面
临的流动性约束更强，本身已经是偏高风险的群体，而对于那些并不急于提升贷款限额的借
款者，逆向选择效应的情况可能有不同的结论。考虑到不急于提升贷款限额的借款者并没有
受到明显的信贷约束，他们的还款能力更强，从而违约风险更低，我们的结果会一定程度上
低估正向激励机制，高估逆向选择机制。
第三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是否可以直接将工具变量回归中 loanamt 前的系数直接理解
为激励机制？ Dobbie 和 Skiba（2013）中在借款人事前借款条约的随机变化不会改变其还
款能力的假设下，通过外生性地改变借款金额从而识别道德风险机制，但是 Gupta 和
Hansman（2019）指出，这种强假设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当借款金额外生性增加时，即使
是同一个借款人其未识别的违约风险也会随之改变，因此道德风险效应在实证上的体现，应
该通过事后借款条约的外生性改变来识别。
本文研究对现金贷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管者有一定启示：一方面，我国现金贷平台要充分
利用金融科技的优势，做好底层数据的深度分析和应用，那些披着金融科技的外衣，却未真
正扎实技术分析能力的现金贷平台注定是要被市场淘汰的。成功的现金贷平台一定是将底层
技术分析工作做到最扎实的平台，未来的现金贷平台应该也会出现逐渐整合的趋势。另一方
面，完善市场的征信体系，实现信用信息共享，对于我国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控制和长期发
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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