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央行数字人民币
的商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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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将夯实我国数字

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设施，其对商

业领域的影响或将十分深远；和纸

币相比，它将节省印刷、流通、交

易等成本，提升整个金融系统及社

会效率和生产力；数字人民币生态

链的形成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随着

科技不断进步以及数字经济深入渗

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短期内

对移动支付格局的影响可能不会很

明显，但是中长期可能面临挑战；

它可能为金融科技类公司带来创新

的土壤和重要的基础设施，也可能

为商业银行等带来商业机会。

今年5月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表示，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即
Digital Currency and Electronic 
Payment，直译为数字货币和电子

支付）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
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

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

发、联调测试等工作。数字人民币

先行在几个城市进行内部封闭试点

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

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

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随后，

8月12日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中，

正式公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

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由此

可以预期，数字人民币在中国的使

用将逐步展开。

重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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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将夯

实我国数字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设

施，提升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

（数字化）全球竞赛的竞争力，其

价值和深远影响或将不亚于我国自

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速

铁路系统或C919干线民用飞机。或

者说中国数字经济就像一辆新能源

汽车，数字人民币可能是电池核心

组件。

与此同时，尽管国内大多数消费者

已经习惯了手机端的移动支付，现

金的使用逐渐淡化，数字人民币的

推出可能蕴含诸多商业机遇，部分

领域或可能面临挑战。本文试图解

析数字人民币的主要商业启示。

概要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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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有哪些
主要特征？

央行数字货币，来源于英文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缩写为
CBDC，在国际上已经获得广泛认
可，多个国家央行表示正在研究推
出本国数字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
行的定义，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
行货币的新变体，不同于实物现金
或中央银行储备及结算账户。数字
货币和传统货币同样拥有四种不同
的属性：一、发行人（中央银行）；
二、形式（数字或物理）；三、便
利性（宽或窄）；四、技术（点对
点代币或账户）。央行数字货币是

一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目
前可以分批发和零售两种类型，前
一类型主要用于银行间支付或证券
结算的批发业务，或可以理解为以
B端为主，后面一种类型是普通大
众都可以使用的零售业务，或可以
理解为以C端为主。根据已经公开
的资料看，中国采用的后者即零售
类型（之后也可能兼容批发业务），
也就是DC/EP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
是否以区块链（包含加密技术）为
主构建，尚待人民银行公布细节进
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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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国人民银行DC/EP项目（试点阶段）设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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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改编自Auer和Böhme（2020年）以及与中国人民银行员工的对话；国际清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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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C金字塔将消费者需求映射到央行的相关设计选择上。金字塔左侧列出了消费者需求和可使CBDC有效用的相关
特征，右侧展示了相关的权衡，即形成一种层次结构，其中较低层代表设计选择，可将其输入到后续的高层决策中。

来源：参见Auer和Böhme，2020年；国际清算银行

身份认证分级，根据了解客户
所需强度增加余额和交易限制

外国游客和出差人士可通过外
国手机号码在中国境内使用
CBDC

中国人民银行运行传统基础设施
和DLT，私营部门可自由选择

CBDC是央行的直接负债，由
中介机构（即 “授权运营商”）
执行支付。央行定期接收和存
储零售持有和交易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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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数字人民币境内外流通大致设想示意图（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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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普华永道根据人民银行资料以及相关研究整理

中国人民银行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所长穆长春介绍，我国央行数字货
币是人民币的一种数字形式，它本
身不是新的货币。人民银行发行，
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

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
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
硬币等价，并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
性的可控匿名的支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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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数字人民币手机端设想示意图（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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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APP内 数字人民币钱包设想图

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

银行账户

开户

持有

银行储蓄

现金

兑换

银行储蓄可转换为数字人民币，之后可以互相转换

数字人民币钱包

数字人民币
兑换

添加

确权

数字人民币钱包

扫码支付 汇款 收付款 碰一碰

¥1.00

该模拟图基于媒体报道及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公开讨论，仅供参考
来源：彭博社，中国人民银行，普华永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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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数字人民币作为我国货币，其三大主要功能定价（价值尺度）、
支付（交易及流通媒介）、和投资（存储购买力和财富）从实质上没有发
生变化，只是物理形式的从纸质变成了“数字化”。同时，和纸币相比，
数字人民币将节省印刷、流通、交易等成本，提升整个社会效率和生产力，
为我国数字经济长远发展的奠定坚实基础。根据央行的解释，数字人民币
具备以下特征：

7

1. 法定货币：
数字人民币和纸币人民币同样有国家信用背书、是我国有法偿能力的
法定货币；兑换数字人民币和纸币人民币的地点一样，也在商业银行，
人民银行只负责发行，这正是双层运营的含义；

2. 匿名双离线交易：
数字人民币可以在无网络和无信号情况下，手机互相碰一碰实现交易
或转账；同时可以匿名交易或转账，但是大额支付或者资金转账必须
申请实名钱包；这是未来数字人民币跨境流通和国际化的重要基础；

3. 与人民币等价：
数字人民币和纸币人民币价值是1:1，商业银行兑换给普通大众的数
字人民币需要向人民银行缴纳100%准备金，这将杜绝炒作数字人民
币；未来在跨境交易中，数字人民币和纸币人民币将基本保持一致；

4. 多样化流通：
和纸币人民币最大的区别之一是，未来任何能够形成个人身份唯一标
识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数字人民币账户，例如车牌号就可以成为数字人
民币的一个子钱包；这意味着，数字人民币将支持多种形式的流通、
支付，甚至于未来可能用来投资；

5. 安全性能高：
与纸币可能遗失相比，数字人民币安全性更高。数字货币的本质是去
介质化的数字信息，通过验证方法及系统可以防止流通过程中被篡改，
因此其具备防伪造、防篡改、防复制的能力；

6. 无需银行账户：
未来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不需要银行账户，即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
能，“松耦合”意思是减少某一些系统的变动和故障对全局的影响；
此举将突破目前第三方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的限制。



可能为消费者带来
哪些变化？

总的来说，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数
字人民币可能将在支付（交易及流
通媒介）以及未来可能在投资（存
储购买力和财富）两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尽管最近几年由于手机端移
动支付快速发展，大多数国内消费
者已经习惯了无现金交易，但是目
前移动支付仍然是基于银行账户的
现金，而数字人民币的出现或将提
供更多选择。

首先，未来消费者在接收和支付人
民币时，多了“数字人民币”一种
无现金选择。随着普及程度提高，
用数字人民币投资也可能实现。但
是，向消费者推广选择使用数字人
民币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其“便利
性”或“其它利益”将尤其重要，
这需要央行、商业银行以及其它机
构进一步谋划。例如，商业银行之
间竞争储户存款，如果没有额外利
益，没有储户愿意把存款从一家银
行转移到另外一家银行。

其次，要让消费者接收和支付时愿
意选择数字人民币，最容易执行的
可能是政府包括央行、财政部、以
及国有企业等部门提供政策性便利
或优惠，以及商业银行让利等。例
如，为居民的数字人民币提供跨境
使用便利（即一定额度内自由在海

内外流通交易和投资，也就是在较
小额度内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流
动）。再例如，高速公路ETC和加
油站、水电煤账单、医保卡、退休
金账户绑定数字人民币账户。政府
为居民发放各类补贴、甚至于企事
业单位发工资等，均可以优先使用
数字人民币，既可以防止被克扣，
还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数字人民币是否被用户接受，商业
银行或其他机构还是要在使用场景
上、市场营销、市场培育上投入巨
大的资源，也就是所谓的商业银行
如何利用互联网思维去运营数字货
币。

从长远来看，数字人民币生态链的
形成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随着科技
不断进步以及数字经济深入渗透到
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消费者最终
有可能选择以数字人民币形式持有
一部分或大多数人民币。这个进程
是否可以像过去几年手机端移动支
付迅速发展，目前还很难判断，关
键在于消费者和市场包括企业和金
融机构是否接受。如果速度较慢，
或可能类似传统汽车将逐渐被新能
源（及无人驾驶）汽车代替，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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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重塑移动支付
格局吗？

不少市场人士担心，我国央行推出
数字人民币，可能影响目前以支付
宝和微信支付为主导的移动支付格
局。对此，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
所所长穆长春表示，“央行数字货
币不会对目前的移动支付产生过大
的影响，而是会给老百姓带来更丰
富的支付工具选择，满足更多的支
付需求。”此外，国际清算银行在
其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央行的数
字货币除了提供方便在线交易现金
的补充外，也可能为目前由支付宝
和微信支付共同占有94%的移动支
付领域带来多样性选择。因此，数
字人民币对移动支付市场可能会带
来新变化。

从本质上来讲，数字人民币是“钱
或货币”，而移动支付是“取收钱
的方式”。二者的关系或可以比喻
为“鱼”和“钩”，或“水”和
“瓢”，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对
于移动支付这把“瓢”来说，数字
人民币和银行账户的纸币是“水”
和“冰”，两者没有什么区别，
“水”多还是“冰”多影响可能都
不大，因为它们随时可以互相转换。

再者，移动支付业务本身对于平台
公司来说，最大的价值在于支付之
外的消费者衍生行为，以及其庞大
的生态圈所产生的价值，对于消费
者来说也是如此。

9

图5：当前第三方支付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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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普华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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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支付宝还是微信支付的成功
都离不开其所有者的强大实力和资
源，尤其是作为电商场景和社交场
景的强大入口，离开它们庞大的平
台或生态圈，很可能独木难支。

目前移动支付进入断直连时代，数
字货币要替换它的意义不大，但是
未来可能会重塑整个支付体系，不
光是移动支付格局；目前我们国家
大概有8套支付体系包括大额、小
额、农信银、城市商业银行汇票处
理等，这些支付体系功能重叠、交
叉，未来数字人民币可能有机会把

这些支付体系整合，形成统一的支
付体系。

因此，数字人民币的推出短期内对
移动支付格局的影响可能不会很明
显。但是，中长期来看，“两强独
霸”的局面或可能由于政策变化、
商业模式被重塑、或科技进步面临
挑战，能否形成“三足鼎立”或
“群雄逐鹿”目前还很难判断。无
论如何，人民银行作为政府部门，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者，不太可能成
为移动支付业务中第三种选择。

央行



对金融科技、商业
银行是重大机遇吗？

数字人民币可能为金融科技类公司
带来创新的土壤和重要的基础设施，
也可能为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
的带来商业机会、尤其在数字化转
型方面。

先看金融科技类公司，数字人民币
把钱从根本上进行了数字化，也就
是说人民币从发行、流通、存储、
投资、跨境流动等所有环节都可以
变成“数据”，这为金融科技公司
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
云计算、甚至于物联网来链接和处
理这些数据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因
此，我们预计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
中国金融科技领域，在数字人民币
正式推出之后或将迎来崭新的历史
发展机遇。对该行业来说，数字人
民币有可能像一颗新生的“太阳”，
即带来了光明，又带来了能源。

再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首先，
很显然，央行不会让数字人民币给
商业银行带来新的负担。央行副行
长范一飞曾经撰文指出，数字人民
币的推出，不会构成对商业银行存
款货币的竞争，不会增加商业银行
对同业拆借市场的依赖，不会影响
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也就不会导
致“金融脱媒”现象。

其次，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
数字人民币把我国货币所有环节都
变成“数据”也可能为银行带来革
命性的创新。长远来看，商业银行
可能脱胎换骨转换成“信贷数据管
理公司”，例如利用区块链技术、
生物识别，及大数据把每位客户的
大部分财务资料都可以集中管理。
商业银行未来和科技金融公司的边
界可能更难分清，或两者完全整合
或可成为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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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尽管央行表示数字人民币最开始是现金（M0）替代，但从最近几年新兴
科技尤其是数字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在金融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来
看，长远来看，数字人民币很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多个行
业或领域掀起变革。

最后，数字经济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大驱
动力之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数字经济的比重已经占到
我国GDP的36%，预计到2030年将提高到50%以上，这个比例在国际上
处于领先水平。我国央行率先推出数字人民币，是中国数字经济飞速发
展的产物，也将是这个趋势继续提升的坚实基础和催化剂，也一定对诸
多领域及行业包括企业提供崭新的历史机遇。

1. 人民币国际化和贸易结算：
随着其它国家央行数字货币也将逐渐推出，我国货币国际化改革或可
以率先利用数字人民币展开实验，或者让“一部分”数字人民币实现
全球自由兑换和流通（由于其可追踪性优势，技术层面可行）；国际
贸易结算方面，因为我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主要经济体，
可以利用先发优势创立全新全球结算体系，或可逐渐摆脱对SWIFT支
付系统的长期依赖。

2. 在企业客户支付市场有巨大商机：
例如利用数字人民币可编程的特点，在供应链金融等方面大有作为，
也可以弥补二代支付体系的不足；在政府端，例如补贴款的发放 (专
款专用)、善款等，有巨大应用场景。

3. 提升我国金融效率、优化资源配置：
和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整体金融业仍然比较落后，金融资源的市场
化配置仍需改进。数字人民币的推出，以及未来逐渐普及，一方面将
节省纸币包括硬币印刷、流通的成本；另一方面，整个金融体系的结
算和交易逐渐过渡到以数字人民币为核心，将极大提升效率。数字人
民币的推出可以成为诸多金融改革的新载体，如果能借此推动金融资
源的市场化配置，例如个人包括企业家利用数字人民币账户贷款或借
钱，由于这类账户绑定了很多个人信息或资产（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发生违约或赖账的概率将大幅下降。

对其它领域或行业
有哪些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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