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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场结构理论的快速支付体系演进及其影响研究

赵　鹞 1

摘要：本文提出了“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构想，并应用市场结构理论研究了金融科技创

新给零售支付市场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对快速支付体系未来发展的影响进行情景分析。基于绝

对市场份额、相对市场份额与去中心化三个市场结构模型，具体分析了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形下，

国家快速支付体系三种市场结构对支付体系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

每一种市场结构都有优劣，都难以有效兼顾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去中心的市场结构可能

并不像直觉判断的那样有明显优势。本文为后续国家支付体系的发展演进及政策应对提供了一

个基础分析框架，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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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化推动金融与信息技术不断融合，形成驱动金融创新发展的新生力量——金

融科技（Fintech），金融服务市场分工日益细化，竞争日益多元化。支付服务一直是金融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支付的交易、清算和结算三个环节均出现了专业化的服务组织和多种多

样的支付创新。早前电子支付方式的普及使各种支付交易突破时空限制，大大降低了货币债权

的在途风险，提高了交易效率，增强了金融体系资金的运用能力和流动性，发展中的金融科技

正在赋予支付新的创新动能，冲撞着既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势必再平衡支付服务市

场的竞争与监管格局。

事实上，“再平衡”是因互联网巨头与大量的金融科技公司涌入非银行支付领域，尽管给

市场带来了创新活力，但这种创新缺乏行业内部的协作，本质上是以其系统封闭性与市场分割

为代价，进而客观上导致非银行支付对银行支付的体系分野。因此，本文认为全球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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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样的，目标的也一样，即中央银行要在顶层设计上，以市场与产业协作的方式实现三个

政策目标：一是提升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特别是银行部门的快速支付服务；二是鼓励、引导终

端用户使用创新的支付技术与产品并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三是协调银行支付与非银行支付体

系的各方利益，解决支付服务市场分割与体系分野，推动市场重回体系化与完整性，实现国家

支付清算体系跨越式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国家快速支付体系”这一构想。所谓国家快速

支付体系，是指在国家层面整合、转换与发展现存的快速支付系统以面向境内外终端用户提供

普适（ubiquity）、安全（safety）与高效（efficiency）的支付清算服务以及所涉及的法律政策、

基础设施与市场创新（赵鹞，2017）。

关于快速支付的系统论述，最早见于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发布于2016

年的报告（CPMI，2016），其后美联储于2017年发布了关于提升美国快速支付能力的战略报

告（Faster Payments Task Force，2017），国内相关文献较少。至于运用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支付

服务市场的中外文献也不多，主要是运用市场结构理论分析银行卡市场，代表性的如Guthrie

和Wright（2007）。另外，与支付有关的经济因素，比如产品差异化（含转换成本）、技术进

步、平台经济对市场结构的影响，Shaked和Sutton（1987）、Panzar等（1989）、Rochet和Tirole

（2003）分别做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最近Mills、Wang和Malon等（2016）关于分布式账簿技

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ies，DLT）在支付清算领域的应用研究也暗含着技术进步对支

付市场结构潜在的、革命性的影响。

本文深化“国家快速支付体系”这一主题，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应用产业组织理论，研

究、分析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给（零售）支付市场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即市场结构的变

化及其影响。核心问题是在构建国家快速支付体系过程中涉及的市场发展、竞争与监管。本文

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了快速支付的界定以及经济学对传统支付的理论解释；第三部分探讨

了技术进步对支付市场带来的影响及所适用的经济学理论，并依据相关理论建立了三种不同的

市场结构模型，即绝对市场份额模型、相对市场份额模型与去中心模型，并探讨了市场份额与

市场势力的关系；第四部分考察了三种不同的市场结构模型如何影响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普

适、安全与高效；第五部分是评论性结论。

二、快速支付体系的基础理论及演进

支付的核心问题就是付款人与收款人之间通过支付方式实现需求匹配，收付款人（以下

统称终端用户）的支付行为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资产或资产的求偿权在终端用户间的转移；二

是与此相关的流程、义务与权利。从传统意义上看，政府通过提供法定货币发行、流通、服务



96 基于市场结构理论的快速支付体系演进及其影响研究 总第 78 期

并形成体系以解决支付中的需求匹配问题，如现金就是具有无限法偿的支付工具，能够满足终

端用户的各种支付需求。但现金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效率与安全方面的劣势较为明显。从现代

意义上看，电子支付平台，如自动清算所（ACH）和支付卡克服了现金支付的弊端，并通过

多样的支付工具及对应的清结算模式与流程解决了需求匹配问题。相关制度、技术与法律安排

使得电子支付平台在支付体系中至为关键，直接影响了支付体系的安全、效率、稳定与运营成

本，作用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随着全球主要国家致力于发展新型的、快速的支付方式，支

付的核心问题——需求匹配更为聚焦，并且相关的制度安排成为焦点中的焦点。近年来全球零

售支付市场发生的主要变化——实时支付（Real-time Payments）或近实时支付（Near-real-time 

Payments）等快速支付方式已经成为支付市场创新的主流1。

（一）快速支付的界定

“快速支付”是指在24/7运营服务基础上，从付款人的支付信息传输到收款人得到最终资

金2是实时或近实时。即收款人实时收到付款人支付的提示信息（如短信通知）但并不保证资

金已经到账的支付服务不属于快速支付。在此技术基础上，“快速支付系统”是快速支付和与

快速支付有关的清结算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相关政策讨论侧重监管政策的创新。与传统支付

系统不同的是，快速支付系统是跨账户机构3（PSP）清结算，重点是清算制度安排的创新4。快

速支付中付款人的账户机构在实时结算时要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与流动性成本，因为快速支付

不同于传统支付，完成跨账户机构结算的时点一般在收款人收到最终资金之后，而不是之前。

同时，快速支付系统的操作风险较为突出。因其快速性，任何导致快速支付延迟和中断的操作

事件可被终端用户立即感知，从而影响终端用户对快速支付的信任，甚至产生声誉风险。因其

24/7连续服务，对账户机构的系统稳健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账户机构要有更加全面与可靠

的风险管理能力，要求清算机构的风险管理安排更加周到与精巧，并且要时刻保证系统工作时

间之外的风险能得到有效管控。在法律风险方面，CPMI认为传统支付系统适用的法律框架与

制度安排并不能完全适应快速支付系统，特别是关于欺诈交易和错误交易的争端解决机制需要

重新设计。要着重考虑终端用户的信用情况，并将其与操作风险管理有效结合起来，将信用评

1	这里的实时支付是指 24/7 且付款人发起支付到收款人收到最终资金（final funds）不超过 1 分钟；近实

时支付是指接近于 24/7 且付款人发起支付到收款人收到最终资金不超过 1 小时的支付。
2	所谓最终资金（final funds）是指收款人无条件并不可撤销的使用付款人向收款人支付的资金。
3	CPMI 在报告中认为，在支付服务市场中的账户机构包括提供银行账户服务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与

提供支付账户服务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同时，支付服务提供商（PSP）也可能是账户机构，下同。
4	现在，快速支付系统的清结算原型仍是实时全额结算（RTGS）与延时轧差净额结算（DNS）并发展出

一些微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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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纳入快速支付服务流程与制度。CPMI特别指出，在一些支付清算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国家

和地区，确保支付的最终性（finality）同时保护快速支付的消费者应是政策创新的重点。

正如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所指出的，各国发展的快速支付仍旧是要解决零售支付

（平台）中的两个局限性：一是支付速度；二是支付服务的可获得性（Service Availability）1。本

文认为与这两个问题相关的微观机制是市场结构，即市场中企业的数量、类型与竞争特征以及

由此决定的定价与产量。其中，所有制结构与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密切相关。典型

的是支付卡网络（或称卡组织）和自动清算所，一般而言是单一机构或多个机构形成联合体拥

有和实施终端到终端的控制，同时支付卡网络强调建立与贯彻统一的支付卡平台的运营规则，

而自动清算所的运营规则一般由单一机构（监管部门或者自动清算所的控制人）建立与维护。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未来的快速支付产业将体现更为分散的所有制结构与更为

专业化的分工。因此，对支付产业的传统理论认识将被技术的快速进步所更新，使未来的市场

结构与制度安排不同于现有范式。

（二）传统支付的经济学解释

众所周知，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和网络效应

是传统支付服务的三个重要特征，限制市场竞争并滋生较强的市场势力，都对商业模式和市场

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发生于企业生产的平均成本随产量递减，传统的支付平台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

呈现明显的规模经济。这些固定成本体现在高昂的通信、大型主机等信息科技投入以满足支付

服务提供商对基础设施的需要。理论上，固定成本成为市场中新进入者的进入障碍（Barriers 

to Entry），享有规模经济的企业会形成自然垄断。当然，随着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不

断进步，固定成本将被转换为可变成本，那么这种进入障碍可能消失，享有自然垄断地位的企

业将会丧失垄断能力。全球的支付行业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使得那些大型的、重要的、居于

中心地位的支付服务提供商日益式微，甚至消亡。

2. 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发生于企业的生产中，生产多个产品/服务时的平均成本比只生产任何一个产品/

服务的还要低。由于支付清算的基础设施与业务系统能够处理（或升级）多种支付业务（包括

清算）以及增值金融服务，因此支付服务有着范围经济。另外，支付服务提供商及支付清算平

1	CPMI 于 2016 年底发布了报告《快速支付——提升零售支付速度与可获得性》，首次对快速支付（系统）

进行了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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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1还可以将服务扩大到新的支付类型，支付服务提供商因此能为其终端用户提供创新的产品

和服务，这也使得支付服务提供商享有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

3. 网络效应

支付服务具有网络效应，即支付服务的价值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而非线性增长（比如平方

项）。这具有两类网络效应：一类是直接网络效应（Direct Network Effects），即终端用户的规

模越大，支付（平台）的价值就越大；另一类是间接网络效应（Indirect Network Effects），即

支付服务的可用性能够提升互补品的价值，如更好的软件服务，更多的支付功能等，同时互补

品的价值提升反过来能够促进支付（平台）价值的提升。对于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

典型的如卡组织，其价值取决于持卡人与商户，持卡人越多，受理商户就多，反之亦然，因而

其平台价值快速增长。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一样，网络效应也是市场新进入者的主要障碍。

与支付服务网络效应相关的还有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s）和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所谓转换成本，是指（终端）用户放弃使用支付（平台）的产品/服务，转而

使用其他类似产品/服务时产生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如解除合约、签订新

的合约产生的注册费用等）。产品差异化是指为满足终端用户不同的个性化的需求，支付服务

提供商有针对性的提供细分产品/服务，特别是当终端用户对价格不敏感时。产品差异化使得

产品/服务难以被替代，减少来自市场价格的竞争压力，因此，转换成本与产品差异化也会加

强支付（平台）的市场势力。

可见，以上多个经济特征使得传统的支付（平台）的数量不会太多，但单体规模都很大。

同时，以卡组织为例，不仅向账户机构和支付服务提供商提供发卡、受理服务，而且提供转接

清算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范围经济，使得以卡组织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成为最有效率的商业模式，

同时使得卡组织对产业上下游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并为卡组织开展垂直整合提供了可能，增强

了卡组织在（卡）支付流程中的协调能力，解决了支付的核心问题——需求匹配。然而，这样

的市场结构使得卡组织不可避免的成为垄断者，产品/服务定价与业务/技术标准是核心利益。

三、技术进步影响支付市场结构的理论基础

（一）技术进步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可能消减上述“传统”的经济因素并带来支付市场结构的改

1	下文如无特别说明，支付服务提供商及为其提供支付网络接入、转接和（或）清算服务的支付清算平

台统称为“支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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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技术创新可能削弱规模经济。例如，技术创新会降低固定成本投入，如大型机集群逐步被

X86小型机或者云计算替代，这使得分布式账簿技术将取代中心化信息处理系统，降低信息安

全成本投入，缓解单一支付（平台）清算与对账的压力。另外，实时或拟实时的快速支付则不

需要那些传统的清算功能，如批处理和多边轧差服务，这抑制了范围经济。诸如此类的技术创

新将引起快速支付服务市场的制度性改变，与前述传统支付服务市场有着日益明显的差异。一

是不再完全依赖范围经济的快速支付（平台）可以在支付行业细分与专业化分工上实现更多创

新和发挥更大的作用，支付业务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有专业化的企业参与，这无疑使

得支付（平台）从金融业机构向金融科技，甚至纯粹的科技服务转型，最后导致传统的大型支

付（平台）被技术创新所解构。例如，未来会有账户服务商提供结算服务，也会有清算机构提

供清算支持，还会有数据平台提供记账功能。二是规模经济对支付（平台）的重要性可能会下

降，这意味着单一主体对支付产业的控制力相应减弱，甚至消亡。又如，快速支付的账户服务

提供商共同遵守业务规则与技术标准，可以不再依赖一个中心化的处理流程就能实现清算数据

的交互与处理，继而进行跨机构的资金转移。当然，技术创新只是支付服务市场变革的主要动

力之一，还要考虑支付产业内部的协调和政府监管，即行业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同样是

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

事实上，我国的零售支付市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变化，移动支付已深刻影响客户的交易

习惯，支付信息的外延不断扩大，移动支付日益成为相关行业主体和资本争夺的热点领域，推

动产业链分工不断细化、跨行业渗透日益深化。在此背景下，零售支付市场出现了“聚合支

付”（Aggregate Payments）等专注于支付信息转接的新业态、新主体，支付市场的网络效应明

显。可见，在技术创新的强大驱动下，即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重要性趋弱，但支撑传统支

付（平台）发展的网络效应、转换成本与产品差异化对于快速支付市场的重要性在增强。如传

统支付（平台）被解构后，仍然需要一个主体去协调被“拉长”的支付处理链条中的众多类型

的参与者，组织提供账户服务功能、清算功能、结算功能、记账功能及面向终端用户的服务商

的生产活动，并将每个节点的外部性（Externality）内部化（Internalize）1。这种协调能力无疑

是至关重要的，只是不再由单一的中心化的机构垂直整合，而是由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协调

作用。另外，转换成本、产品差异化将对账户服务提供商的发展起着更大的作用——如何在更

加多元化、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支付服务市场中赢得终端用户的青睐决定着这类市场主体能否生

存和发展，市场竞争的活力因此被逐渐释放出来，但不可否认，仍旧会有部分市场主体拥有市

1	尽管我们不能照搬比特币的模式，但其综合运用数学算法与经济杠杆实现公共的算力功能（“挖矿”）、

记账功能、转账功能、账户服务功能（“钱包”）等各参与节点的激励相容的尝试有一定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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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势力，但已非往日那样强大。

（二）支付市场结构分析的三种理论模型

理论上，市场结构有三种模型。一是绝对市场份额模型，即市场中只有一个快速支付平

台拥有绝对的市场份额，而其他的竞争者（比如式微的传统支付平台）的市场份额可以忽略不

计。二是相对市场份额模型，即市场中有限数量的快速支付平台，每一个都有一定的市场份

额，但均不足以产生绝对的市场势力（小于1/3），同时，至少任何两个平台的市场份额之和占

据绝对市场份额1。三是去中心化模型（Decentralized Model），这不同于完全竞争模型，因为金

融科技等技术进步对支付（平台）的解构产生了丰富的细分行业与专业化分工，同时产品差异

化使得市场参与者是异质的（Heterogeneity）。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尽管技术创新分解了传统的大型支付平台，但市场结构仍会因众多

“小”支付平台的联合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改变，因而市场结构是动态的，因此下文的讨论

都是市场的长期均衡结果。例如，在垄断者模型中，居垄断地位的支付平台出于利润最大化所

执行的定价策略，如在运营早期执行低于市场均衡的价格以形成网络效应，但在后期或者说长

期定价策略仍是垄断定价，因此，为了简化，本文只讨论长期的情况。二是绝对的市场份额并

不一定产生市场势力。事实上，如果快速支付与其他的支付方式，如自动清算所和卡组织所提

供的支付方式是近似替代品，比如非银行支付与银行支付对于个人零售支付而言是替代品，但

非银行支付不能用于大额的对公支付，所以非银行支付相对于银行支付是近似替代，那么即使

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非银行支付的市场势力也是受限的。进一步，如果快速支付市场的进入障

碍不足以挡住新进入者（如传统支付升级为快速支付），那么在位者的市场势力仍旧是有限的。

相反，如果快速支付（平台）与传统支付（平台）的产品/服务之间的替代性是极其有限的，

那么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就拥有显著的市场势力。更进一步，即使存在近似

替代性，如果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同样提供相对于快速支付的替代品，那么其也

拥有可观的市场势力。例如，反过来，传统支付（平台）用传统产品/服务的收入补贴新的产

品/服务市场，特别是在快速支付发展早期，传统支付是拥有市场势力的。另外，通过传统的

商业模式去占领新的市场（因近似替代性），传统支付（平台）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有动机去

破坏市场所欢迎的快速支付的进入，如采取歧视性定价、捆绑销售、撇脂战略或其他有损于终

端用户的策略行为。

1	当前我国的零售支付服务市场符合寡头竞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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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快速支付体系发展结构的效应分析

国家快速支付体的主要特征是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普适性是指国家快速支付体系既

有面向终端用户的普惠性（inclusiveness），还包括其基础上的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安

全性是指这样的支付体系可靠、稳健，同时能够有效管理支付风险，做好终端用户的权益保

护。同时，通过制定统一的支付安全技术与业务标准，共享安全服务设施，集中使用大数据等

技术手段构建安全的国家快速支付体系不仅能提升支付清算的安全性，还有助于实现互操作

性，与普适性相辅相成。高效性是指及时的替换低效的支付清算方式、实施更快速的账户处理

流程与降低建设与运营成本使得国家快速支付体系对标社会福利最优（Pareto Efficiency）。因

此，银行与非银行的支付体系通过共享、共建、共有一个具有公共属性的快速支付系统作为公

共基础设施，不仅能双向提升其支付清算的成本效益，还有利于同步实现普适性与安全性。

正如前文的经济学理论所分析的，市场结构对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有着直接的影响，

决定着能否实现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三个政策目标。市场结构涵盖市场中企业数量、竞争特

征、均衡定价与产量，从而形成经济配置（Economic Allocation），进而决定了市场各参与主体

的福利水平（效用）与社会福利。进一步，经济配置部分取决于市场参与主体的市场势力，而

市场势力又取决于替代效应（市场中是否有替代品）与进入障碍的大小。由此，本文建立了快

速支付的市场结构与普适性、安全性与高效性的内在联系（见表1）。

表 1：快速支付体系的市场结构及其影响

普适性 安全性 高效性

绝对市场份额
模型

市场势力过大不利于普惠；
无互操作问题

容易产生单点故障的风
险

潜在垄断产生无谓损失；缺乏创
新动力

相对市场份额
模型

市场竞争有利于普惠；存
在互操作问题

无单点故障风险；不平
衡的支付安全与便利

重复固定成本投入、产品差异化、
转换成本等降低市场效率；易于
市场创新

去中心模型
低于前两个模型的普适性；
存在突出的互操作问题

支付网络结构的潜在脆
弱性；不平衡的支付安
全与便利

一定程度的重复投入；过高的协
调成本；自由竞争带来“物美价
廉”；边际创新

（一）绝对市场份额的效应分析

假设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支付（平台）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首先分析这种市场结构对普

适性的影响（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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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绝对市场份额模型示意

1.普适性

考虑到市场中即使存在其他众多的快速支付竞争者通过市场分割（Market Fragmentation）

与拥有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竞争（因而难以产生互操作性），也不会对这样的领

先者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其已经服务了市场中绝对多数的（终端）用户，因此，其更容

易（相较于相对市场份额模型和去中心模型）达成“普”的目标。然而，由于占据绝对市场份

额的快速支付（平台）缺乏市场竞争压力，使得其拥有的市场势力定价过高，这会损害（终

端）用户的福利，造成垄断的无谓损失。同时，缺乏竞争还导致产品/服务质量不高，进一步

有损（终端）用户，对“惠”产生负面影响。对于长尾客群，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

（平台）很可能因缺乏竞争压力而不愿意向客群提供广泛的产品/服务，除非其能够通过交叉补

贴（Cross Subsidize），即将其在优质客群上赚得的部分利润补贴服务长尾客群的成本后能获得

更大的利润。所以，总体看，绝对市场份额模型不利于国家快速支付体系实现普适性的公共政

策目标。

2.安全性

一般情况下，绝对市场份额模型容易快速并有效的处理与快速支付相关的风险。考虑到

快速支付的安全性需要市场各参与者的投入，不仅限于快速支付（平台），还包括产业链上的

各个节点以及终端用户，由于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的中心地位，其协调市场

各方以维护支付系统的安全性是相对容易的，成本也是较低的。例如，快速支付（平台）可要

求用户采纳统一的安全技术与协议就能很好保证市场上绝对多数的用户的支付安全。另外，占

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几乎不会面临数据孤岛的问题，这使其更容易获得全面的支付

风险与欺诈的数据信息，并做出快速和高效的反应。同时，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

台）会更重视声誉风险，因而更重视支付的安全性。当然，如果转换成本过高，或者市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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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快速支付（平台）就有足够动机不那么重视安全性。从技术角度看，该模型会形成较

大的单点故障，产生过于集中的操作风险，如果平台没有做好充分的灾备措施与应急计划，当

发生风险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3.高效性

由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无论有无市场势力，模型都避免了众多支付（平台）大量的重

复性的基础设施等固定成本投入，因而有着最低的平均成本与社会成本，可以产生较高的生产

效率。同时，如前文所述，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的协调成本也是最低的，如

没有协调各平台间的互操作性所产生的成本。尽管如此，如前文所述，模型会产生因市场势力

所带来的无谓损失。平台有足够动机对（终端）用户进行歧视性定价，即根据每类（终端）用

户的需求弹性收取更高的费用，而不是统一定价。相较于统一定价，歧视性定价策略可能有助

于快速支付的普及，然而，很难说价格歧视能产生社会最优。从终端用户角度看，占据绝对市

场份额的快速支付平台通过定价、业务规则与技术标准等策略行为直接影响接入平台的支付服

务提供商的运营成本，进而影响其竞争策略与结果，从而间接决定终端用户能得到什么样的产

品/服务。例如，平台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那些能够带来更多收入的支付服务提供商制定优

惠的费率，或者独享的业务规则、技术标准，从而使得这些服务商具有相较于其他服务商的竞

争优势，那么这无疑会产生市场不公并由此损害终端用户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创新动力。模型对创新动力有着正反两个方向的作用。由于规模经济与范围

经济，平台可能相较于竞争者或市场中的支付服务提供商抑或是其他市场参与者有着更为高效

的、低廉的研究与发展（R&D）投入，从而易于实施创新。另外，平台本身可能也有强烈的

创新动机，因为平台的市场势力使得其更有能力得到创新所带来的好处1。相反的方向则是平台

因缺乏竞争压力而产生惰性，从而不愿意创新，不愿意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服务。综合来看，

绝对市场份额模型对创新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

（二）相对市场份额的效应分析

在该模型中，本文仍假设有限个（大于三个）快速支付（平台）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同

时，相较于绝对市场份额模型，这里还假设竞争压力、重复的固定投资（如每个平台都重复建

设基础设施）以及可观测（Observable）但不显著的转换成本、产品差异化（见图2）。

1	在一个更多竞争的环境中，如果创新成果容易被模仿，那么难以收回创新的成本。



104 基于市场结构理论的快速支付体系演进及其影响研究 总第 78 期

PSP
2

PSP
N

PSP
1

快速支
付平台

1

快速支
付平台

3

快速支
付平台

2

图2：相对市场份额模型示意

1. 普适性

理想情形下，该模型中的竞争压力会产生有效的经济配置，从而产生有效的市场竞争结

果，如相较于绝对市场份额模型中较低的定价水平、更高的产品/服务质量以及相对公平的市

场竞争等，都会促进快速支付的普惠发展。然而，现实中的转换成本与产品差异化会成为快速

支付达成普适性的障碍——很明显，由此产生的市场分割阻碍了互操作性的发展，即终端用户

及支付服务提供商不能在不同的快速支付（平台）之间平滑转换，或者转换的成本极高，因为

每个平台都投入了大量的成本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如转接清算设施、信息通信网络、数据中心

等物理设施，还包括各自的业务规范、技术标准等——过度的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使得平台之间

的难以互联互通，整个快速支付体系的网络效应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进而总体上阻碍了

普适性。

2. 安全性

相较于绝对市场份额模型，该模型的稳健性与弹性更强，至少不会出现单点故障导致快速

支付网络瘫痪的灾难性后果。同时，竞争压力必定促使支付（平台）不断增加安全投入，如反

欺诈能力、信息安全保护能力等，并将这种能力与要求赋予各支付服务提供商，从而为终端用

户提供更加安全的快速支付产品/服务。尽管如此，该模型中的市场竞争容易产生支付便利性

与安全性的不平衡。事实上，如果终端用户更看重快速支付的便利性，如用户体验，那么处于

竞争压力下的快速支付（平台）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必定要迎合终端用户的这种偏好与

消费行为，因此，快速支付（平台）不会发展与营销更注重安全性的支付产品/服务，这必定

不利于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安全性。这个问题比相反的情况更难以处理，因为快速支付的安全

性可以通过行业通行的安全技术与标准自发协调、平衡，而便利性是市场竞争的出发点与落脚

点，难以进行行业自发的协调，从而导致“轻安全、重便利”的不平衡与循环恶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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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效性

如模型所假设的，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会降低市场效率。相较于绝对市场份额模型，竞争

压力会产生更低的市场价格、更高的产品/服务质量与更丰富的产品种类，这无疑提升了市场

效率。然而，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市场效率的最大化。产品差异化容易产生额外的市场势力。

尽管产品差异化以满足（终端）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方式提高了产品/服务质量，但这使得（终

端）用户关于价格的需求弹性降低，因此弱化了市场竞争。同时，转换成本是另一个产生市场

势力的因素，使得支付服务提供商和终端用户不能在快速支付（平台）之间做出合意的选择以

获得价格和服务的边际改善，这进一步弱化了市场竞争。另外，双边市场的网络效应可能产生

反直觉的结果。例如在快速支付市场中，消费者只喜爱很少的几种支付产品/服务，而商户能

够受理市场中几乎所有的支付产品/服务，那么快速支付（平台）的竞争将集中在消费者一侧，

一般采用交叉补贴，即从商户侧收取更高的费用补贴给消费者，以鼓励他们使用更多的快速支

付产品/服务，这很可能使得市场的总体定价水平上升，从而降低市场效率。

（三）去中心化的效应分析

相较于前两个模型，去中心模型假定金融科技创新已经彻底改变了零售支付的市场结构。

技术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市场壁垒的快速降低解构了处于支付网络中心地位的快速支付（平

台）的功能与市场势力（见图3）。例如，平台的结算功能被采用全天候运行的分布式账本技术

的公共设施取代；平台的清算功能，如平台内部完成的清算信息交换可以通过安全的方式在公

网上完成，进而，中心化的多边轧差清算被分布式的双边清算所取代等等。这些变化将使得现

在的或者所谓“传统”的擅长垂直整合的快速支付（平台）不复存在，然而，本文假设支付服

务提供商继续为终端用户提供支付产品/服务。

PSP
2

PSP
N

PSP
1

分布式
记账

分布式
结算

云计算

图 3：去中心模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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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适性

一方面，竞争压力会提高去中心环境下的普适性，但是仍有一些经济因素会抑制去中心环

境下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普适性。尽管竞争压力会使得支付服务提供商降低价格水平并为终端

用户提供更多创新产品/服务，这无疑会提升快速支付的普及程度，但是产品差异化、转换成

本会赋予支付服务提供商额外的市场势力。所以，从定价角度看，去中心环境下的终端收费水

平可能不会比相对市场份额模型的低1，那么普惠程度也不会比前两个模型的高。

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网络效应，有着小型终端用户规模的众多小型支付服务提供商则有了

充分的互操作性的动机，以向终端用户提供更广泛的产品/服务。同时，如果支付服务提供商

充分运用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技术创新，则互操作性的协调成本将比前两个模型的要低，那么，

与前两个模型不同的是，去中心环境下快速支付的普及程度不用过度依赖几个有着较多市场份

额的快速支付（平台），同时增强了它们之间快速支付的互操作性。值得注意的是，去中心环

境下相对大型的支付服务提供商可能不会像那些小型规模的支付服务提供商那样自发形成互操

作性。事实上，由于没有居中心地位的支付平台的存在，相关业务规则、技术标准等难以自发

协调，那么相对大型规模的支付服务提供商难以与众多已经实现互操作的小型规模支付服务提

供商进行互操作，或者这种互操作的协调成本很高。因此，去中心环境下快速支付市场也会产

生市场分割，甚至形成比相对市场份额模型更突出的结构特征明显的市场分割，从而抑制了快

速支付的网络效应。

2.安全性

去中心模型最大限度的分散了快速支付体系里的操作风险，进一步提升了支付体系的弹

性。如分布式的数据计算与信息传输设施不会遭遇单点故障的问题。然而，在去中心化的动态

过程中，风险的分散与集中也是动态变化的，如执行结算功能的公共设施有可能集中了结算

风险，从而要求快速支付体系具有更高的弹性。另外，去中心的快速支付网络结构的复杂化

（Complexity）也会引入潜在的脆弱性，特别是面对大规模网络攻击与黑客行为时会使得支付

网络不稳定，甚至趋于崩溃。

对于终端用户而言，去中心的快速支付体系的安全性更多的取决于每一个支付服务提供商

是否有充分的动机去管理好各类风险。同相对市场份额模型一样，去中心模型也会产生支付便

1	理论上，去中心模型中的市场定价比绝对市场份额模型的要低，但相较于相对市场份额模型，由于去

中心模型中快速支付平台已经被技术进步所解构，剩下的支付服务提供商更多依赖产品差异化和转换

成本去获得市场份额。因此，对于每个细分市场领域生存及发展壮大的支付服务提供商而言，如果网

络效应趋弱，但产品差异化与转换成本更高，则其定价水平不会比相对市场份额模型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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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与安全性的不平衡，因为更为直接的竞争压力会使得支付服务提供商更加迎合终端用户对

支付安全/便利的偏好。可见，相较于存在中心化快速支付平台的情况，去中心的快速支付市

场会面临较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威胁，特别是一旦发生大规模的风险事件后，就难以得到类似

“一键关闭”式的风险处置便利。

3.高效性

该模型中，尽管不必重复建设固定基础设施，不必重复进行固定成本投入，但是这也并不

意味着去中心的快速支付体系的建设与运营成本最低。事实上，如前文所述的支付服务提供商

之间的互操作性需要更高的协调成本（相较于存在快速支付平台的情况），这种协调包括各有

差异的技术架构、双边清算所需的技术接口开发、分布式账簿相关的协议等等。很显然，要完

全实现自发协调这些技术与制度安排的差异需要很高的协调成本，同时也会涉及一些重复性的

技术研发与投入，其总的成本投入很可能较前两个模型更高。

当然，去中心环境下的竞争会更激烈，特别是支付服务提供商之间的自由竞争是去中心模

型的重要特征，就如现在的银行金融机构已经实现充分竞争那样。一方面，市场壁垒的极大降

低甚至不复存在将使得众多创新企业进入快速支付市场，同时支付服务提供商不再需要“非此

即彼”的加入某一快速支付平台，也不需要完全接受平台制定的商业条款、业务规则、技术标

准与定价策略，这种经营重心的转换，即支付服务提供商能自由灵活的制定面向终端用户的经

营策略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竞争，带来“物美价廉”的快速支付产品/服务。另一方面，如前述，

产品差异化与转换成本会赋予支付服务提供商一定的市场势力，从而削弱技术进步带来的市场

壁垒消解的正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物理形态的中心消亡了，但一些特定的“中心化”

活动仍旧是需要的，包括形成共同的业务规则、技术标准等制度安排，还有共享记账（云计算

中心）、结算等功能设施的物理接入，否则无法解决支付的基本问题——需求的协调。

在市场创新方面，去中心模型可能也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正向作用是支付服务提供商为

了保持产品差异化与转换成本，会在各自的产品/服务上做出边际创新（Marginal Innovation）。反

向作用是不够充分的规模经济使得每一个创新者需要更加谨慎的考虑与快速支付相关的创新投

入能否收回成本，因此，去中心模型对创新的作用较为模糊，市场的边际创新可能会成为主流。

五、评论性结论

在以全球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的大背景下，技术进步对零售支付市场结构的影响决

定着了在没有政府政策调控情况下，国家快速支付体系的三大公共政策目标——普适性、安全

性与高效性可能的实现情况。去中心的快速支付市场结构或许并不是未来零售支付市场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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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因此自下而上（Bottom-up）的分析方法有利于辨析与讨论未来支付产业发展、监管

政策的取向与重难点，这必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本文提出的“国家快速支付体系”改革

现有零售支付体系的设想尚处于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同时，由于本文缺乏模型分析，文章的

定性研究存在几处模糊结论，如相对市场份额模型能否提升支付体系在整体上的安全性，以及

去中心模型定价是否比相对市场份额模型的更低等，这是本文的不足，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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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ructural changes that FinTech has brought about on retailing payment 

system and conducts scenario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ster payment system, and proposes a National 

Faster Pay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market structure theory. Based on the three market structure models of 

absolute market share, relative market share and decentr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three 

market structures of the national faster payment system withou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n the general 

application, secur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payment system. We find that every market structure has its pros and 

cons and a trade-off between general application, security and efficiency, and the decentralized market structure 

probably does not have the dominating advantages as our intuition suggests. This paper provides a rudimentary 

framework for further studies on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faster pay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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