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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推进普惠金融的人来说，没有一种工具比全球普惠金融指数

（Global Findex）数据库更有价值。这个宝贵的数据集严格地、多维度地体现了我们的

立场，以及我们在满足人们需要、普及基本金融服务帮助他们脱离困顿、投资未来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 

《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度量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革命》展示了全球普惠金

融指数数据库的重要发现，详细分析了 140 多个经济体的成年人如何访问账户、支付、

储蓄、借贷及管理风险。数据显示，每个经济体在普惠金融方面都有自己的成功经验、

挑战和机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国家进步对减贫、饥饿和性别不平等等重要优先事

项会产生诸多影响。今天，联合国成员国正在使用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来追踪可持续

发展目标进展情况。

数十个国家政府采取了扩大普惠金融的政策。这些努力及其他全球和国家举措正在取得

成效。新的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显示，现在全球拥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比例为 69 %，

比 2014 年增长了 7 个百分点，这个数字意味着能够使用金融工具的成年人增加了 5.15 
亿。2017 年整个账户持有人数据继续了自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首次发布以来的上升

趋势——普惠金融自 2011 年以来增长了 18 个百分点，当时账户持有人比例仅为 51%。

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反映了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数字支付、政府政策以及手

机和互联网提供的新一代金融服务推动了最近的进展。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金融技术在银行账户普及扩大使用上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说服

力，那里 21% 的成年人现在拥有移动货币账户——几乎是 2014 年的两倍，轻松成为世

界上这一比例最高的地区。尽管移动货币一直集中在东非，但 2017 年的更新数据显示已

发展至西非及其他地区。

数字技术也在改变支付格局。全球范围内，52% 的成年人在过去一年中发送或接收到的

数字支付，而 2014 年这一比例仅为 42%。科技巨头陆续进入金融领域，充分利用深厚

的客户知识，以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通过其技术平台进行的支付有助于提高主要新兴

经济体的账户使用率，例如在中国，57% 的账户所有者正在使用手机或互联网进行购买

或支付账单——这一比例大约是 2014 年的两倍。 

帮助妇女获得金融服务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三年前在印度，男性比女性持有账户的可

能性高出 20 个百分点。今天，印度的性别差距缩小到 6 个百分点，这要归功于政府强力

推动通过生物识别身份证增加账户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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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女性仍然落后于男性。从全球来看，65% 的女性持有账

户，而男性比例则为 72%，7 个百分点的差距自 2011 年以来始终没有改变。账户持有权

其他方面的平等也没有实现。自 2014 年以来，贫富差距没有得到改善：生活在经济体内

家庭富裕程度排在前 60% 的成年人账户拥有率比后 40% 家庭的成年人高出 13 个百分

点。城市人口比农村地区人口获得融资的渠道更多。在中国，约有两亿农村成年人处于

正规金融体系之外。

企业的持续参与对于释放机会、扩大普惠金融至关重要。世界范围内，公司用现金为  
2.3 亿无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支付工资；转向电子工资单可以帮助这些人加入正规的金融体

系。手机和互联网也为开启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全球范围内，有 10 亿被排除在金融

服务之外的成年人已拥有手机，而其中大约 4.8 亿人可以上网。 

但私营部门、政府和开发机构均需加强对储蓄和借款停滞的账户的关注。如果人们不积

极使用账户，我们的工作就会丧失影响力。

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是我们努力扩大普惠金融不可或缺的资源。很荣幸能与全球普

惠金融指数团队合作，感谢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支持这一重要举措。在我们加倍努力深化普惠金融的同

时，希望政府、企业和开发领域的领导者继续使用《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度量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革命》及其信息库。

荷兰女王马克西玛（Máxima）陛下
联合国秘书长普惠金融特别代表

G-20 全球普惠金融伙伴关系荣誉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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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2011 年，世界银行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启动了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

库，该数据库是全球最全面的有关成年人如何储蓄、借贷、支付和管理风险的数据集。 
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利用与盖洛普公司合作收集的调查数据，覆盖全球 140 多个经

济体。2011 年第一轮调查之后，2014 年进行了第二轮，2017 年是第三轮。 

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对全球 140 多个经济体 150,000 多名年龄在 15 岁及以

上成年人进行的全国代表性调查进行了汇编，包含有关正式和非正式金融服务获取和使

用的最新指标，还附加了有关于金融科技（或 fintech）使用的数据，包括金融交易中手

机和互联网的使用。这些数据揭示在无账户人群——无银行账户者——普及金融服务的

机会，并促使那些拥有账户者更多地使用数字金融服务。

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已成为推动全球普惠金融举措的中流砥柱。除了被学者和发展

从业者广泛引用外，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还用于跟踪世界银行集团 2020 年普及金融

服务目标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

本概述提取了 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主要报告六个章节每个章节的主要发现。

数据库、报告全文和所有数字的基本国别数据——以及问卷、调查方法和其他相关材料 

——均可在 http://www.worldbank.org/globalfindex 上查阅。 

本出版物中列出的所有区域和全球平均值均进行了人口加权处理。区域平均值仅包括发

展中经济体（按世界银行分类的中低收入经济体）。

参考引用 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请注明：

Demirgüç-Kunt, Asli, Leora Klapper, Dorothe Singer, Saniya Ansar, and Jake 
Hess. 2018. 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 2017: 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 Fintech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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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金融服务可以帮助推动发展，为人们投资健康、教育和企业提供便利，帮助他们摆脱贫

困。金融服务让他们更容易处理财务紧急情况，如失业或庄稼歉收，这些情况很可能将

家庭置于窘困之地1。世界上许多穷人缺乏具有这些功能的金融服务，如银行账户和数字

支付。相反，他们依靠现金——而现金可能不安全且难以管理。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银行

将普及正规金融服务作为促进普惠金融的关键优先事项。

为什么普惠金融对发展至关重要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出普惠金融可能带来的诸多发展便利——尤其是数字金融服务的使

用，包括移动货币服务、支付卡和其他金融科技（或 fintech）应用。虽然证据有些混

杂，但即使是没有发现积极结果的研究，也往往表明有多种可能方式通过认真关注当地

需求，获得更好结果。2

普惠金融受益范围很广。例如，研究表明，移动货币服务——允许用户通过手机存储和

转移资金——可以帮助提高人们的创收潜力，从而减少贫困。肯尼亚的一项研究发现，

普及移动货币服务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特别是对女性，它使女户主家庭的储蓄增加了五

分之一以上；帮助 185,000 名女性离开农业去从事商业或零售活动；使极端贫困的女户

主家庭减少了 22%。3

数字金融服务还可以帮助人们管理财务风险，方便他们在艰难时期向远方的亲朋好友收

钱。在肯尼亚，研究人员发现，面临收入意外下降的打击时，移动货币使用者没有减少

家庭支出——而未使用移动货币者或使用的移动货币网络接入服务，他们购买食物和其

他物品则会减少 7-10%。4

此外，数字金融服务可以降低收款成本。尼日尔一个为期五个月的救济项目将每月支付的

政府社会福利从现金形式转为手机支付，平均节省了 20 个小时的路途跋涉和等待时间。5

金融服务还可以帮助人们积累储蓄、增加生活必需品消费。在获得储蓄账户后，肯尼亚

的市场商贩（主要是女性）的储蓄率更高，而且在生意上的投资增加了 60%。6尼泊尔女

户主家庭在接受了免费储蓄账户后，在营养食品（肉类和鱼类）上的花费增加了 15%，

在教育方面增加了 20%。7马拉维将收入存入储蓄账户的农民在农业设备上的花费增加了 
13%，其农作物价值进而增加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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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而言，从现金转向数字支付可以减少腐败并提高效率。在印度，当支付从现

金转为通过生物识别智能卡进行后，养老金支付的资金流失率下降了 47%（总金额的  
2.8%）。9在尼日尔，通过手机而不是现金来分发社会转移支付，使福利发放的可变成本

降低了 20%。10

账户拥有率持续增长

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显示，在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全球有 5.15 亿成年人在

金融机构或通过移动货币提供商开设了账户。这意味着 69% 的成年人拥有账户，高于  

2014 年的 62% 和 2011 年的 51%。在高收入国家，94% 的成年人有账户；在发展中国

家，这一比例为 63%。个别经济体的账户拥有率也有很大差异（地图 O.1）。

绝大多数的账户持有人在银行、小额信贷机构或其他受监管的金融机构都有账户。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唯一一个拥有移动货币账户的成年人比例超过 10% 的地区，2014 年

也是如此。当时，东非是该地区的移动货币中心，但随后移动货币账户已经延伸至撒哈

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地图 O.2）。 在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成人拥有移动货币账户比例

已经超过 30%——加蓬为 40%。

移动货币账户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经济体中也已扎根。在一些国家，拥有移动货币

账户的成年人所占比例已达 20% 或更高，其中包括孟加拉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蒙古

和巴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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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O.1

今天，全世界 69% 的成年人有账户。
2017 年有账户成年人 (%)

0–19
20–39
40–64
65–89
90–100
无数据

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地图 O.2

2014 年以来，移动货币账户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更为普遍。
有移动货币账户的成年人 (%)

 2014 2017

0–9
10–19
20–29
30–39
40–100
无数据

 

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注：仅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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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拥有率持续不平等

即使账户拥有率持续增长，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72% 的男性有账户，65% 的女性有账户。2014 年和 
2011 年也出现了 7 个百分点的性别差距。在发展中经

济体，性别差距保持在 9 个百分点不变（图 O.1）。

贫富差距也没有缩小。经济体中家庭富裕程度占前 
60% 的成年人中，74% 拥有账户。但在后 40%家庭

的成年人中，只有 61% 的人有账户，全球差距达 13 个 

百分点。这种差异在发展中经济体也相似，自 2014 年 

以来，这两个差距都没有明显改变。年轻成年人、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以及那些失去了劳动力的人，

账户拥有率也较低。

但情况并非完全黯淡。以印度为例，印度政府大力

推动通过生物识别身份证增加账户拥有率，有助于缩小性别差距和成年人的贫富差距。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没有显著性别差异，包括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南非。

谁没有银行账户——原因为何

在全球范围内，约有 17 亿成年人仍然没有银行账户——在金融机构或移动货币提供商没

有账户。因为高收入经济体中账户持有几乎普及，所以几乎所有无银行账户的成年人都

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事实上，这其中近一半的人生活在七个发展中经济体：孟加拉国、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地图 O.3）。

所有无银行账户的成年人中有 56% 是女性。在仅有小部分成年人无银行账户的经济体

中，女性比例过高，如中国和印度，以及无银行账户者中女性占一般或以上的国家，如

孟加拉国和哥伦比亚。

贫困人口在无银行账户人口中所占比例也与其人口不成比例。在全球范围内，一半无银

行账户的成年人来自经济体中富裕程度排在后 40% 的家庭，另一半来自富裕程度排在

前 60% 家庭。但这种模式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各不相同。在一半或一半以上成年人无银行

账户的经济体中，无银行账户者来自较为贫穷家庭和来自较为富裕家庭的可能性相同。 

然而，在仅有 20-30% 成年人无银行账户的经济体中，无银行账户者则更可能是穷人。

图 O.1

在发展中经济体账户拥有率的性别差距 
依然存在。
有账户成年人 (%)

0

20

40

60

80

100

201720142011

男性 女性

发展中经济体

高收入经济体

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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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更有可能受教育程度低。在发展中国家，大约有一半成年人受教育

程度为小学或小学以下。在无银行账户成年人中，这一比例接近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多

一点的无银行账户者完成了高中或中学后教育。

活跃的劳动力无银行账户的可能性较小。虽然发展中国家所有成年人中大约有 37% 失
业，而无银行账户成年人中有 47% 失业。在无银行账户女性中，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 

失业。

为了解释为什么人们没有银行账户，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调查询问没有金融机构账

户的成年人为什么没有账户。大多数人给了两个理由。最常见的一个是钱太少，用不着

开账户。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这是没有金融机构账户的原因，大约五分之一的人认为这是

唯一原因。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到了成本和距离，而相近比例的人则

表示他们没有账户是因为家庭成员已经有了一个账户。大约五分之一无金融机构账户的

成年人提到金融体系缺乏文档和不信任，6% 的人提到宗教原因。

地图 O.3

全球有 17 亿成年人无账户
2017 年无账户成年人

100 万
1,000 万

1 亿

2 亿

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注：不显示无账户成年人比例不超过 5% 的经济体的数据。



6   |   金融指数 2017

人们如何收付款

大多数人都付款，例如支付水电费或向国内其他地区的亲属汇款。大多数人也接收付

款，如工资或政府转账。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调查询问人们收付款类型以及如何进

行这些交易——是使用账户还是现金。

政府支付

全球范围内，近四分之一成年人从政府收到款项——无论是公共部门工资、公共部门养

老金还是政府转移支付（补贴、失业福利或教育或医疗费用支付等社会福利）。在高收

入经济，43% 的成年人收到此类支付；在发展中经济体中，这一比例为高收入经济体的

一半。除了最穷的经济体之外，大部分获得政府支付的人都会通过账户接收。

工作支付

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还包括私人部门工资支付以及其他工作支付——例如农产品销售

支付。在全球范围内，28% 的成年人领取私人部门工资——高收入经济体中 46% 的成

年人，发展中经济体 24% 的成年人。在高收入经济体中，大多数人通过账户接收这些款

项；发展中经济体中，大约只有一半左右是这样。

发展中经济体约 15% 的成年人收取农产品销售款，而几乎都是以现金形式。但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一些经济体中，如加纳、肯尼亚、赞比亚，通过账户收取农业付款的人约占 
40%，其中大多数为移动货币账户。

国内汇款支付

国内汇款——汇给或收到国内其他地区亲属或朋友的钱——在许多地方是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其如此，近半数的成年人汇款或接收汇款。在发展中

经济体，汇款或接收汇款的人最有可能使用账户：46% 依靠账户，27% 用现金，19% 使
用柜台服务，8% 使用其他方法。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中，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

种模式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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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何访问和使用账户

拥有账户是迈向普惠金融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要从账户中获益，人们需要能够安全、

便捷地使用它。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不仅能够深入了解谁拥有账户，而且能够了解

人们是否以及如何使用账户进行支付。

数字支付

在全球范围内，52% 的成年人（或 76% 的账户拥有

者）报告在过去一年中使用账户至少进行过一次数字

支付。在高收入经济体中，该比例为 91%（97% 的 

账户拥有者），发展中经济体则为 44%（70% 的账户

拥有者）。

数字支付的使用正在增长。2014 到 2017 年之间， 

全球成年人收付数字支付的比例增加了 11 个百分点 

（图 O.2）。在发展中国家，使用数字支付的成年人

比例上升了 12 个百分点，达到 44%。

通过手机或互联网

手机和互联网越来越多地提供了一种替代借记卡和信

用卡的方式，可以通过账户直接付款。高收入经济体 
51% 的成年人（55% 的账户持有者）报告过去一年中

用手机或互联网进行过至少一次金融交易。发展中经

济体 19% 的成年人（30% 的账户持有者）报告使用移动货币账户，在手机或互联网上进

行过至少一次直接付款。

使用手机

在利用手机获得金融服务上，中国和肯尼亚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移动

金融服务主要通过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提供，如支付宝和微信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链接到银行或其他类型金融机构的账户。相比之下，在肯尼亚，移动金融服务主要由移

动网络运营商提供，移动货币账户不需要与金融机构的账户挂钩。

在肯尼亚，大多数账户所有者既有金融机构账户，也有流动资金账户。这体现在人们如

何进行移动支付上。40% 的成年人只使用移动货币账户进行支付。另外 29% 依靠两种

方法——使用移动货币账户、使用手机或互联网访问他们的金融机构账户。而 2% 的人

仅依靠手机或互联网来访问他们的金融机构账户进行移动支付。在中国，40% 的成年人

使用移动支付。

图 O.2

更多有账户的人使用账户进行数字化支付。
有账户成年人 (%)

0

20

40

60

80

100

201720142017201420172014

发展中
经济体全世界

高收入
经济体

过去一年中通过数字化支付汇款或收款

过去一年中未通过数字化支付汇款或收款

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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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联网

人们进行数字支付的另一种方式是使用互联网支付账单或在线购物。全球范围内， 

29% 的成年人在过去一年里使用互联网支付账单或在线购物。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例达 
68%，中国 49%，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比例仅为 11%。

网上购物并不一定意味着网上支付。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人们通常会为互联网订单支

付现金。为了度量这种做法的普遍程度，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调查询问了发展中经

济体的人们如何支付网上购物费用。在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中，过去 12 个月

里网上购物的成年人中，有 53% 的人在收货时支付了现金。相比之下，在中国，85% 的
网购者也在网上支付。

不活跃的账户

并非所有拥有账户的人都会积极使用账户。在全球范围内，约有五分之一的账户拥有者

在过去 12 个月内没有存款，也没有以数字形式或其他形式取款，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不活

跃账户。11不活跃账户比例在不同经济体中有所不同，但在南亚许多经济体中这一比例尤

其高。

储蓄、信贷和财务弹性的模式

储蓄、获得信贷和管理财务风险都是普惠金融的关键方面。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说明

人们如何以及为何储蓄和借贷，并阐释其应付意外开支的能力。

为未来储蓄

全球大约有一半的成年人报告过去一年中存过钱。在高收入经济体中，71% 报告存过

钱，而发展中经济体这一比例为 43%（图 O.3）。人们用不同方式储蓄。许多人采用

正规储蓄方式，例如使用金融机构账户。在高收入经济体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储蓄者 

（占所有成年人的 55%）使用这种方法储蓄；在发展中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储蓄者 

（占所有成年人的 21%）使用这种方式储蓄。一个常见的选择是半正规的储蓄，通过使

用储蓄俱乐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其常见——或通过将储蓄委托给家庭以外的

人来保管。有些则以其他方式储蓄，其中可能包括简单地在家里存放现金（“放在床垫

下面”）或以牲畜、珠宝或房地产的形式储蓄，还可能包括使用股票和其他交易市场提

供的投资产品或购买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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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模式也因性别和收入而异。在发展中国家，男性

在金融机构中储蓄的可能性比女性高 6 个百分点，而

较富有的成年人在金融机构中储蓄的可能性比较穷困

的成年人高出 15 个百分点。在高收入经济体中，较为

富裕的成年人正式储蓄的可能性比较为穷困的成年人

高 23 个百分点。

高收入经济体中近一半的成年人报告说为老年储蓄。

发展中经济体中这一比例仅为 16%。而在高收入和发

展中经济体，14% 的人表示储蓄是为了启动、运作或

扩大生意。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中，为做生

意储蓄更为常见——例如，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

尼日利亚，这一比例为 29% 或更多。

借款

全球大约有一半的成年人报告过去一年中借过款。 

高收入经济体的这一比例更高，大多数借款人依赖

正式信贷，由金融机构或信用卡支付。相比之下， 

发展中经济体的借款人最有可能向家人或朋友筹借 

（图 O.4）。

人们借款用于什么目的？一个共同的目的是购买土

地或房屋，这是许多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最大的金融

投资。2017 年，高收入经济体中 27% 的成年人报告

在银行或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有未偿还的住房贷款。 

相比之下，发展中经济体这一比例通常小于 10%。

筹措应急资金

为了度量财务弹性，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调

查询问受访者下个月能否拿出相当于国民总收入

（GNI）1/20 的地方货币，还询问他们主要资金来源

是什么。高收入国家的人更有可能说他们可以筹集到

应急资金（图 O.5）。在表示能够筹措应急资金的受

访者中，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依靠

储蓄，而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受访者则表示，他们将

求助于家庭或朋友，或通过工作筹款。在那些表示储

蓄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发展中经济体受访者中，85% 有
账户，但只有 50% 报告说他们曾在金融机构储蓄。

图 O.3

全球有储蓄的成年人一半以上选择在 
金融机构储蓄
2017 年过去一年中有过储蓄的成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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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储蓄     半正规储蓄  仅使用其他方式储蓄

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注：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储蓄，但类别之间相互排斥。正规
储蓄包括所有以正规方式存款的成年人。半正规储蓄包括所有
以半正规方式而不以正规方式存款的成年人。大多数高收入经
济体不收集半正规储蓄的数据。

图 O.4

高收入经济体借款人比发展中经济体借款人 
更有可能依靠正规信贷。
2017 年过去一年中借过款的成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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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注：人们可以从多个来源借款，但类别之间相互排斥。正规借
款包括所有从金融机构借款或通过信用卡借款的成年人。半正
规借款包括所有通过半正规式方式（从储蓄俱乐部）但不通过
正规方式借款的成年人。向家人或朋友借款不包括正规或半正
规借款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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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字技术扩大普惠金融

自 2011 年推出以来，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为扩大普惠金融提供了思路。2017 年
版将首次推出手机拥有率和互联网普及率方面的数据，揭示了在减少无账户成年人的数

量、帮助有账户者更经常地使用账户方面前所未有的机会。

当然，仅靠数字技术还不足以增加普惠金融。为确保人们从数字金融服务中受益，需要

有完善的支付系统、良好的硬件基础设施、适当的法规和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无论

是数字还是模拟，金融服务都需要适应弱势群体的需求，如妇女、穷人和金融服务的首

次使用者，这些人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都很低。

拥有一部简单的手机就有可能获得移动货币账户和其他金融服务。上网也能扩大各种可

能性。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克服无账户成年人所说的阻止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障碍。手机

可以免除他们长途跋涉到金融机构的需要。通过降低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数字技术可

能会提高他们的负担能力。

图 O.5

高收入经济体的人们更有可能筹措到应急资金—— 
而且通过储蓄筹资
2017 年能够筹措到应急资金的成年人 (%)

0 20 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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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 通过工作筹款

向银行、雇主或私人贷款人借款  家人或朋友

 其他

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注：“其他” 包括所有选择“出售资产”、“其他来源”、“不知道” 或 “拒绝回答” 作为对主要应急资金
来源问题的回答的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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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无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有手机？全球约有 11 亿人——约占全部无银行账户成人的三

分之二。在印度和墨西哥，超过 50% 的无银行账户者拥有手机；中国这一比例为 82% 
（地图 O.4）。

有手机和上网方式而无银行账户的成年人越来越少，上网方式包括通过智能手机、家用

电脑、网吧或其他方式。从全球来看，这一比例约为四分之一。但就账户而言，数字技

术普及率——无论是手机还是手机加互联网——在女性、较贫穷的成年人、受教育程度

较低的人群以及其他传统上处于劣势的群体中往往更低。

增加账户拥有率的方法

通过将常规现金支付转入账户，政府和企业可以帮助大幅减少无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数

量。政府进行的几种类型支付——向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支付工资、发放公共部门养老

金、向需要社会福利的人提供政府转移支付。将这些支付数字化可以将全球范围内无银

行账户的成年人数量减少 1 亿。这些成年人中很多人均拥有以数字形式接受这些支付所

需的基本技术。世界范围内接受政府现金支付的 6,000 万无银行账户成年人中，三分之

二拥有手机。

地图 O.4

三分之二无账户成年人有手机
2017 年有手机而无银行账户的成年人

100 万
1,000 万

1 亿

2 亿

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2017 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注：不显示无账户成年人比例不超过 5% 的经济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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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机会更大。全球范围内，约有 2.3 亿无银行账户的成年人在私营部门工作， 

工资仅通过现金支付——而这类工薪族中 78% 的人拥有手机。

无银行账户的农民可以从农产品销售款数字支付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中受益。全世界约有 
2.35 亿无银行账户的成年人获得现金支付的农产品销售款（地图 O.5）——其中 59% 的
人拥有手机。农业企业供应链的数字化也可以建立支付历史，此举有助于扩大小农户获

得信贷和保险的机会。

增加账户使用的方法

虽然普惠金融从拥有账户开始，但收益来自积极使用该账户——储蓄、管理风险、收付

款。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指出有许多机会可以帮助已有账户者更好地利用账户。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账户的十亿成年人仍然使用现金支付水电费（地图 O.6）。如果更多

的公用事业供应商提供有吸引力的数字支付方式，那么双方都可以从更高效率中获益。

地图 O.5

约有 2.35 亿无账户成年人销售农产品只收现金
在过去一年，2017 年销售农产品只收现金的无账户成年人

100 万
1,000 万

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注：数据不显示无账户成年人比例不超过 5％ 或销售农产品收款的成年人不超过 10% 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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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受雇并拥有账户的成年人仍然得到现金支付。全球约有 3 亿账户拥有者在私营部门

工作，工资以现金支付，而大约 2.75 亿账户拥有者出售农产品仍然收取现金。

发展中经济体大约 2.8 亿账户持有者使用现金或柜台服务汇款或接收汇款——其中包括

孟加拉的 1,000 万和印度的 6,500 万。

地图 O.6

10 亿有账户但仍用现金支付水电费账单的成年人
2017 年有账户但仍用现金支付水电费的成年人

100 万
1,000 万

1 亿

2 亿

来源：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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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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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gaps in account ownership

How have gender gaps changed sinc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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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s in account ownership between richer and poorer

How have gaps between richer and poorer changed sinc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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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account ownership by othe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y age group?
What are the patterns by educ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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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unbanked
Who the unbanked are

Why people remain unbanked

3 Payments
Payments from government to people

How do people receive government payments?
What are the pattern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government payments?
Payments from businesses to people — private sector wages

Other payments for work

How do people receive payment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How do people receive payments from self-employment?
Payments from people to businesses — utility payments

Payments between people — domestic remit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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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se of accounts
Use of accounts for digital 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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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any people use debit and credit cards to make purc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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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role of credit cards in formal borrowing?
What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borrowing?
Financial resilience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emergency funds?
What is the exposure to financial risk in agriculture?

Spotlight: Access to mobile phones and the internet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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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The landscape for digital 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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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raging digital technology among the unban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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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zing payments from businesses t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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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zing domestic remittances and formalizing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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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世界银行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启动了全球普惠金融
指数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全球最全面的有关成年人如何储蓄、借贷、支付和管理

风险的数据集。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利用与盖洛普公司合作收集的调查数

据，覆盖全球 140 多个经济体。2011 年第一轮调查之后，2014 年进行了第二
轮，2017 年是第三轮。 

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对全球 140 多个经济体 150,000 多名年龄在 
15 岁及以上成年人进行的全国代表性调查进行了汇编，包含有关正式和非正式金
融服务获取和使用的最新指标，还附加了有关于金融科技（或 fintech）使用的数
据，包括金融交易中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这些数据揭示在无账户人群——无银

行账户者——普及金融服务的机会，并促使那些拥有账户者更多地使用数字金融

服务。

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已成为推动全球普惠金融举措的中流砥柱。除了被学

者和发展从业者广泛引用外，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还用于跟踪世界银行集团 
2020 年普及金融服务目标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

本概述提取了 2017 年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主要报告六个章节每个章节的主
要发现。数据库、报告全文和所有数字的基本国别数据——以及问卷、调查方法

和其他相关材料——均可在 http://www.worldbank.org/globalfindex 上查阅。

http://www.worldbank.org/globalfindex

@global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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