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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onal depos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scale, high stability and low cost. The settlement research of personal 

deposit is the focus of bank settlement optimization. Through the empirical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hierarchical trend in the results of personal deposit in H branch of state-owned bank, which is not obvious in the 

settlement of personal deposit in G branch of state-owned bank. In the research, by designing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individual customers, the individual customers are divided into public and private categories, and then settled 

separately and accumulated, the parameters are adjusted proportionally, and the method of simulation measurement is 

used to achieve the hierarchical settlement effect of individual customer deposit settlement. The research prove that 

when there is a high proportion of public settlement among individual customers, the scale of private settlement is 

insufficient, which will lead to stratification phenomenon; this phenomenon is accompanied by the rise of the scale of 

private settlement, and the stratification phenomenon gradually weakens; the disorder of private settlement is more 

important, and if the disorder of private settlement is lost, the stratification phenomenon will gradually appea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erarchical model reveals the high scale of private deposit transaction settlement, which helps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ecipitation of low-cost deposit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benchmark bank has a 

significantly lower personal deposit cost rate than the state-owned bank. The relevant simpl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empirical scale proportion estim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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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个人存款具有大规模、高稳定、低成本的沉淀特点，针对个人存款的结算调研是银行类结算优化的重点。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行 H 分行个人存款结果存在分层趋势，这一趋势在国有行 G 分行的个人存款结算上并不显

现。研究中，通过设计个人客户分层模型，将个人客户区分为涉公类和私人类分开结算再累加，比例调整参数、

利用模拟测算的方法，有效实现个人客户存款结算的分层特色结算效果，与实证效果契合。研究结论：个人客

户中较高比例的涉公结算存在情况下，私人结算规模不足会造成分层现象；这一现象伴随着私人结算规模上升，

分层现象逐渐减弱；私人结算的无序性较为重要，如果私人结算无序性丧失，结算分层现象反而会逐步显现。

研究发现：分层模型揭示私人存款交易结算的高规模性有助于显著提高低成本存款的沉淀，从而保证对标银行

相对国有银行具有明显降低的个人存款成本率，相关简易测算与实证规模占比估算结果具有关联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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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近年来，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息差管

理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点。熊启跃[1]的研究

认为国内商业银行需要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调整息差

投放配置等多角度优化息差结构，交通银行的单增建

[2]、孟志芳[3]等从多角度开展息差管理系统的建设

方法研讨。商业银行经营中，招商银行具有较高的市

场发展知名度，其储蓄存款具有较低的成本率使其息

差管理“逆势而上”，整体利润显著提升。此情况说

明个人客户结算对于商业银行具有重要意义，其结算

沉淀具有高稳定性、低成本利率特点。从服务实体经

济、防范金融风险角度来说，其结构的稳定性虽然从

规模上相对对公存款不占优势，但面对对公存款的高

成本、高流动特性，良好的个人存款结构无疑是具有

高稳定的黏性作用，不容忽视。周振[4]等的研究认

为储蓄存款的成本率受到同业竞争和金融环境质量

的显著影响，因此对于个人存款结算情况的模拟研究，

利用高频的多样本重复，有利于总结存款结算趋势。 

2. 研究背景 

实证研究国有行 H 分行结算情况的过程中，发现

2016 年至 2018 年 6 月份，H 分行个人活期存款的来

往账结算存在分层情况，对标 G 分行的个人活期存款

来往账结算并不存在分层情况，见图 1。上述实证结

论摘自于分行内部关于个人存款结算情况的对标调

研。数据揭示的 H 分行分层结构已经标示，G 分行虽

然无分层结构，但中间部分区域的交易结算密集度下

降。针对 H 分行超过一定规模的个人客户存款结算情

况进行统计，无分层现象。 

 
图 1  H 分行结算出现分层情况 

上述两类结算调研测算的结果显示，分行的个人

活期存款的结算存在分层现象；而大于一定规模的个

人活期存款结算并不存在分层现象；说明分层原因主

要来自于较低规模的结算。针对结算实证情况，采用

数值模型模拟的方法，研究分层模型的产生原因。进

一步利用此模型，测算并讨论存款成本利率的定价情

况。 

3. 研究方法 

3.1. 分层模型设计原理 

分层结算模型的假设是将个人客户的结算区分

为私人结算与涉公结算，私人结算与涉公结算的单人

日结算规模具有差距，结算参与人数量规模也具有差

距。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单人日结算规模差距来

源主要是私人与涉公结算过程中，涉及的结算规模理

论上是存在差距的，涉公结算偏向于小微企业的日常

结算，而私人结算是普遍客户之间的账户往来结算。

二是结算参与人规模的差距主要是指结算发生的规

模，涉公结算因为偏向于小微企业，理论上结算发生

频率不会像私人结算一样频繁，私人结算的频繁来源

于普遍人口的非常高的基数特点。 

3.2. 分层模型设计参数 

假设个人客户结算单日规模是私人结算
SP 与涉

公结算
CP 的规模相加。私人结算与涉公结算均表示

为单日单笔结算规模 G 与交易规模 M 的乘积。实证

研究中发现，结算过程中的来账与往账具有相关性；

此次研究中并不针对相关性开展深入性测算，简化模

型条件下，设置往账G(out) 为来账G(come) 与相关系

数R 的乘积。 

come S C S,come S C,come CP P P G *M G *M          (1) 

out S,come S S C,come C CP G *R *M G *R *M         (2) 

3.3. 模拟测算参数定义 

模拟研究中，进一步简化模型用于论证。一是简

化来往账单次规模的影响性，将私人结算和涉公结算

中的G和来往账相关系数 R 固定，因变量只剩下交易

规模 M 。根据实证要求，固定来往账单次规模分别

为：涉公单笔来账固定为单笔规模 500 万元，标准差

为 100 万元，模拟次数 1 万次；涉公单笔往账相关系

数系列参数平均值 80%，标准偏差 0.08。私人单笔来

账固定为单笔规模 5 万元，标准差为 1 万元，模拟次

数 1 万次；涉公单笔往账相关系数系列参数平均值

80%，标准差 0.1。 

针对涉公结算，设计三种标准差的结算交易规模

（
1M ,

2M ,
3M ）,平均值均为 1000，标准差分别为

100、300 和 500，交易频次均为 1 万次。考虑到涉公

结算的周期性和非频繁性，设计交易规模
4M ,即交易

频次 1 万次，利用随机数抽取 3333 次调整为 0，再

抽取 3333 次调整为 2000，剩余的调整为 1000。针对

私人结算，设计三种结算规模（
AM ,

BM ,
CM ），用

于说明不同的规模的影响性；进一步在不同平均规模

情况下，设置不同的标准差结算模型。总共九种结算

模型。即私人规模设置为单日规模为平均值为 10
4
、

5*10
4
和 10

5
，标准差与平均值比例分别为 50%、30%

和 10%的 1 万次模型数值。 

上述所有模拟采用随机数生成方式，针对所有模

拟数据，来账、往账均保持在 0 值以上，如果出现小

于 0 的模拟数值，调整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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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 

4.1. 私人结算模型分层与标准差呈相关性 

私人结算总共涉及九种交易规模，模拟结果并不

存在显著分层现象，与涉公结算一致，标准差下降可

使分层效果逐步展现。 

4.2. 涉公结算模型呈现分层效果 

涉公结算总共涉及四个交易规模，模拟结果通过

来账与往账概率分布图显示。前三种交易规模中，来

账与往账结算的分层效果与标准差存在相关性，标准

差越大，分布的分层效果逐步消失；在第四种特殊交

易规模下，会出现分层效果。见图 2。 

 
图 2  H 分行结算出现分层情况 

4.3. 拟合模型可证明分层效果实证变动趋势 

个人客户结算表示为私人结算与涉公结算的累

加，根据上述假设，涉公结算存在四类交易规模，私

人结算存在九类交易规模的条件下，通过对标私人结

算规模的三类情况，做三类变动分析。结果详见图 3。 

 

4.3.1，较低私人结算规模，分层效果显著 

此情况中，涉公结算包括四类交易规模（
1M 至

4M ），私人结算包括三类交易规模（ A1,A2,A3M ），个

人客户结算总共有 12 类模型结果，结果显示，涉公

交易规模
4M 会产生分层效果，图 3 中模型四/一和模

型四/三。私人结算的影响并不显著。 

 

图 3  部分模型结果显示分层变动情况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66

399



 

4.3.2，中等私人结算规模，分层效果减弱 

此情况中，涉公结算包括四类交易规模（
1M 至

4M ），私人结算包括三类交易规模（ B1,B2,B3M ），个

人结算总共有 12 类模型结果，结果显示，涉公交易

规模
4M 会产生分层效果。私人结算的影响开始显现，

较大标准差的私人结算模拟分布较为扩散，减弱涉公

结算的分层效果要高于中等与较小标准差的私人结

算情况，图 3 中模型四/四和模型四/六。 

4.3.3，较高私人结算规模，与标准差呈现相
关性 

此情况中，涉公结算包括四类交易规模（
1M 至

4M ），私人结算包括三类交易规模（ C1,C2,C3M ），个

人结算总共有 12 类模型结果，结果显示，涉公交易

规模
4M 受到私人结算的影响，较大标准差的私人结

算模拟已经使个人结算模拟结算分层消失。涉公结算

造成的分层效果随着私人结算的标准差减少而逐渐

显现，图 3 中模型四/七和模型四/九。 

4.4. 数值模拟实现实证 H分行分层效果 

选取私人结算模型中的规模参数标准差均为平

均值的 50%，结果显示，分层效果显现，模拟有效实

现实证结算情况的二元分布情况，见图 4。对比上述

的模拟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涉公结果模型 和私人结

算模型 具有明显的趋势变化过程。总结可认为：个

人客户中，较高比例的涉公结算存在情况下，私人结

算规模不足会造成分层现象；这一现象伴随着私人结

算规模上升，分层现象逐渐减弱；私人结算的无序性

较为重要，如果私人结算无序性丧失，结算分层现象

反而会逐步显现。 

 

图 4  模型拟合实现分层效果展示，与实证相符 

4.5. 分层效果说明私人结算具有显著影响性 

实证研究中，H 分行的分层效果说明私人结算规

模不显著，不具有无序性，涉公类占比较高；此结论

与 H 分行个人存款客户实际情况相契合。并且，根据

实证的结算数据测算，H 分行的个人结算情况处于劣

势，与招商银行的差距较明显。 

根据 2017 年的年报数据，国有行个人存款的利

率保持在 2.07%，同期对标银行个人存款的利率则为

0.80%，其利差优势非常明显。理论上，该银行做一

亿元存款的成本，相当于对标银行三亿元存款的成本，

成本压力非常明显。 

4.6. 分层效果可用于估算存款成本定价差距 

个人客户中，涉公结算客户具有高议价性；私人

结算客户的议价性主要受到标准差及客户集中度的

影响性。如果私人结算客户具有无序性、广范性，理

论上会显著降低个人存款成本率。 

以 2017 年年报数据对标简易测算。假设国有行

2.07%个人存款成本率均来自于个人客户里面的涉公

存款，则对标商业银行个人存款成本率 0.80%，要求

其具有同等涉公存款规模情况下，私人结算存款规模

需达到涉公存款规模的 2.5 倍。我行曾经从分行自有

结算的角度发现，对标银行结算规模占比是我行存量

市场占比的 3.5 倍，与此测算值具有较高关联说明性。 

4.7.个人存款的抗风险蓄水池效应显著 

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过程中，

保持流动性稳定且符合监管，寻求利润稳定增长是必

然目标。这一过程中，对于流动性稳定的影响，目前

的研究更倾向于个人存款的高沉淀效用，其对促进经

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必有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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