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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阐释：巴塞尔协议 III 的宏观经济影响 
和剩余的改革问题 1

Ingo Fender   Ulf Lewrick2

摘要：随着巴塞尔协议 III 的工作临近完成，国际监管改革逐渐将重点转移到监测实施和

评估改革影响上。本文建立了一个简洁的框架来评估巴塞尔协议 III 核心改革的宏观经济影响，

包括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杠杆率溢价的评估。本文以主要银行的历史数据为样本，并考虑到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将要提高总损失吸收能力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对银行为满足新的监管要求

需筹集的额外资本金规模进行了保守的估算。为了给资本配置及银行商业模式变化对监管改革

净收益的影响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替代性观测变量，本文模拟了银行收敛到“临界”平均风险权

重（或“密度比率”，Density Ratio）时的影响，这一临界值产生基于风险加权资产和杠杆率

的资本要求。虽然监管影响的量化研究尚非确论，但本文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银行商业模

式调整之后，巴塞尔协议 III 预期仍将产生较大的宏观经济净收益。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III；密度比率；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杠杆率；宏观经济影响；风

险转移

一、引言

巴塞尔协议 III 的框架是金融危机后金融改革议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该协议由巴塞尔

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BCBS，简称“巴塞尔委员会”）

制定，旨在解决国际银行系统在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暴露的资本减值而导致的资本不足、

1	英文版原文为 2016 年 11 月发表的国际清算银行工作论文（No.591），作者已授权本刊翻译和发表。文

章为作者的学术思考，不代表国际清算银行的立场。本文由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傅平江、叶安娜、

董婧怡和吴晨霖翻译，中文版并不代表原文作者或国际清算银行的立场。

2	Ingo Fender，Ulf Lewrick，国际清算银行货币和经济局。本文感谢 Mathias Drehmann 的分析以及

Michael Brei 和 Leonardo Gambacorta 共享他们的数据。本文也感谢 Claudio Borio，Ben Cohen，Dietrich 
Domanski， Michela Scatigna，Hyun Song Shin 以及 BIS-SNB 研讨会的参与者和各种其他会议对本文提

供的宝贵意见。本文还要感谢 Joerg Urban 和 José Maria Vidal Pastor 提供的研究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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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供给不可持续和流动性不足等问题。

协议的核心在于强化风险加权资本（Risk-weighted Capital Requirements，RWR），与金融

危机前的监管规则相比，对风险加权资本的分子（即银行资本的定义和质量）、分母（即风险

加权资产 RWA）、及比例本身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CET1）

占 RWA 下限提高到 4.5%；（2）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上调至 6%（分子是更广意义上的一级资本）；

（3）加上 2.5% 具同等质量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就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而言）1。

协议的许多部分都进一步增强了风险加权资本的有效性，特别是对杠杆率（LR）的要求。

通过简单、不基于风险的措施（BCBS，2014a）严格控制银行加杠杆，从而支持现有的风险加

权资本（RWR）。根据定义，杠杆率是指一级资本与风险暴露（资产）的比率，该风险暴露（资

产）由资产负债表内风险暴露项目、衍生品头寸、证券融资交易和特定表外项目（见附件）组

成。2016 年 1 月，由中央银行行长和监管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确认杠杆

率的下限为 3%2，同时，也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引入额外的杠杆率要求开展（BCBS，

2016a）讨论并公开征求意见（BCBS，2016c）。对协议其他主要组成部分的讨论，如输入和输

出临界值 3 等还在研究中，预计 2016 年底前完成。

本文以巴塞尔委员会对长期经济影响模型（Long-term Economic Impact，LEI）的研究

（BCBS，2010）为基础，评估了巴塞尔协议 III 核心内容修订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但任何

对监管措施的量化评估都需服从一定的假设。协议可获得较大的经济净收益约占每年 GDP 的

0.5%-2%，但这取决于 G-SIBs 总的损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TLAC）将

在多大程度上约束银行的风险承受力，和潜在的杠杆率附加（Leverage Ratio Surcharge，LRS）

标准。另外，考虑到银行的商业模式为适应杠杆率规则改变做出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通过

模拟“压缩风险加权资产”和“风险转移”产生的效果，进一步巩固了上述发现。模拟显示提

高 LRS 标准可能使得 G-SIBs 的风险加权资产大幅增长，可以保守地说，即使优化资产负债表，

对经济净收益的总体影响仍非常有限，各类模型下约占每年 GDP 的 -0.02% 到 +0.11%。

本文内容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讨论 LEI 框架，指导本文找到计算与巴塞尔协议 III 改革相

1	一级资本由核心一级资本和附属一级资本工具（如或有可转换债券）组成。关于巴塞尔协议 III 资本要

求的进一步信息，以及框架的其他改进部分，可以参考 BCBS（2011）和 BIS（2013）的资料。

2	BCBS 和各国当局从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对 LR 按照最低 3% 的标准进行测试（即所谓的平行运行）。

银行开始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去公开披露其合并后的 LR。
3	输入下限（例如最低违约概率）限制了参数银行在其内部模型中使用“输入”来计算风险权重，所以，

RWA 作为相对而言的输出下限，往往通过定义最低风险权重来限制这类模型的“输出”（例如标准化方

法下的风险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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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成本与收益的方法，这部分还讨论了 G-SIBs 确定潜在 LRS 标准可能采取的方法，这也是

后危机时代实施全面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概念框架，第二部分以大量活跃的国际银行

的综合数据为样本，考量了监管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为了完善评估，第三部分考量了 G-SIBs

采取新的 TLAC 标准后产生的附加影响。此外，本文评估了部分支持本文观点的主要假设（如

静态资产负债表和 Modigliani-Miller 假设的缺失）对结果的影响。最后一章是结论。

二、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

巴塞尔委员会 2010 年对 LEI 的研究，对分析后危机时代监管规则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损失

和收益非常有用。如上所述 1，LEI 的报告评估了巴塞尔协议 III 新的流动性要求（如流动性覆

盖比率 LCR 和净稳定资金比率 NSFR）和风险加权资本（RWR）提高要求后产生的综合影响。

LEI 报告的关键发现在于，与金融危机前相比，即便现在大幅增加对银行的资本要求，从降低

危机成本而言，也不太可能使宏观经济的成本高于收益。下面将介绍 LEI 模型的主要模块，并

解释模块相关数据如何基于以下两种情况而改变：（1）结合最近关于银行危机成本的论文；（2）

考虑 LEI 报告以来施行中或已确定的监管政策 2。

（一）长期经济影响模型的主要模块

LEI 模型将监管对宏观经济影响的评估分为两个步骤（表 1）。首先，它评估了新的（即

改革后）稳定状态中较高资本要求的预期收益，这种预期收益来自银行系统性风险（“收益组

成部分”）预期损失的减少。其次，将上述预期收益与资本要求更高的预期成本（“成本组成部分”）

进行比较。为得出这些估值，LEI 模型采用了一个较为保守的方法：即模型假设倾向于提高成

本估算值并降低预期收益，从而产生预期净收益向下的估值偏差。

表 1：成本—收益分析的主要模块

(+) 收益的组成

　　危机可能性 （出自 LEI 模型）

　　危机成本估算

　　　　原始的估算（出自 LEI 模型）

　　　　升级的估算 （多处来源 / 反映学术文献）

(–) 成本的组成

1	更多细节请参阅 BCBS（2010）。
2	关于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参见 Cochran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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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成本估算 （出自 LEI 模型）

(=) 净收益

　　对新监管定义的调整

　　对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影响的调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BCBS（2010）整理所得。

从概念上看，LEI 模型的收益组成部分是通过将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概率乘以给定最低资本

要求而得到的，在这种危机发生时，即产生预期的宏观经济成本。为获得第一个要素（表 1），

LEI 模型将银行系统视为一个银行组合，使用了一系列概率模型及组合信用风险分析方法。在

对这些模型结果平均以后，得出危机概率和资本化水平（“危机概率表”）之间的函数式，呈边

际收益递减关系（即随着资本水平的增加，附加资本的额外效应下降）。

GDP 影响测算（“危机成本估算”），反过来又源于对历史上危机经验的学术研究。LEI 模

型研究发现，这些研究中系统性银行发生危机的中位数成本为 GDP 净现值的 63%。但是对这

些成本估算的差别很大，后来的研究也都产生了更高和更低的估值（参见 Romer 和 Romer 提

供的较低估值的例子，20151）。

上述关于金融危机成本研究的一个缺点是，它们完全依赖于 2007 年之前的数据，而忽略

了最近的危机事件的影响。但 Haldane（2010）的研究是个例外，他根据危机永久性影响的强度，

将最近危机的产出损失现值列为世界 GDP 的 90% 到 350%。最近，Ball（2014）的研究也广泛

证实了这些结果，其估值意味着全球金融危机对所有经合组织（OECD）国家产生的加权平均

累计损失，相当于危机前 GDP 的 180%2。Ball 还发现自危机以来，潜在产出的增长率每年下降

了 0.7 个百分点，且几乎没有出现逆转的迹象 3。从一定程度上看，这种潜在产出的下降是永久

性的，危机成本将显著提高，本文更有理由采取预防行为。

在 Laeven 和 Valencia（2012）广泛使用的数据中，大约 25% 可被观察到的危机与最近的

事件有关。因此，假设最近危机的累积产出损失为 200%（Haldane（2010）和 Ball（2014）的

平均值），以往危机的损失为 63%（符合原始的 LEI 模型），粗略估计加权平均危机的产出损失

1	与最初的 LEI 方法一致，后来的研究结果转化为假设累积损失有 5% 的贴现率。Romer 和 Romer（2015）
文章中的图 3 显示，当不再看重经济刺激时，中等危机的发生成本（规模为 7）在 4.5 年之内的波动率

为 3%—4.2%。假设危机平均发生，且每年的平均影响值为 3.5%，意味着累计损失有 16%。一场严重

的危机（见他们文章的第 14 部分）意味着这个数字是输出损失的 2 倍。

2	Ball（2014）发现，与危机前相比，最近的危机使经合组织国家 2015 年的潜在产出平均下降 8.4％。若

使用 5% 的贴现率（BCBS，2010），累计产出损失的净现值（NPV）约为 180%。

3	在繁荣－萧条周期对劳动力分配和生产率增长的长期影响方面，参见 Borio 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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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 GDP 净现值的 100%1。相比之下，Atkinson 等（2013）则给出了危机成本约占美国 GDP

的 40%—90% 的保守估算，同时认为如果增强政府在危机中的作用，危机的成本可能会超过

100%。根据欧盟委员会（2014）的估计，在严重金融危机时期，欧盟 GDP 的缩减等于同等规

模的成本（占欧盟 GDP 加权平均值的 98.59%）。相反，Cline（2016）根据各种不同的假设和

国家情况，以 100% 的损失作为（取三个中的一个）基准，将危机成本控制在 10% - 450% 的

范围内。接下来，分别按 GDP 净现值的按 63%（即原始 LEI 模型估计的系统性银行危机中位

数成本）和 100%（适度 / 更新的危机成本）GDP 作为替代的基准价值。

为了获得资本要求增加的预期净收益，本文将上述收益与监管成本（“估算的监管费用”）

相比较，并且对后者进行假设：银行通过提高贷款利差来抵消其股本回报率的任何下降。因此，

实体经济借贷成本可能上升，而且转化为更低的投资和均衡产出。更具体地说，LEI 模型将贷

款利差的预估增长扩大到各种宏观经济模型中（即被参与中央银行使用的动态结构一般均衡模

型、半结构和简化模型等），以评估由此产生的对 GDP 的影响。

（二）新的监管环境

为了将 LEI 模型中的重点纳入新的监管框架，需要考虑一系列已经被实施或确定的监管

规则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1）监管资本比率的计算，包括更严格的资本定义（即核心一级

资本和一级资本）以及对 RWA 更严格的计算要求；（2）引入 LR，包括潜在的杠杆率附加（LRS)；

（3）根据 CET1 的资本附加提出对 G-SIBs 的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HLA）要求。这些变化产

生的影响包括：

图 1：新监管环境的要素

银行业危机的概率 1

% 
确定一致的杠杆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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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ll（2014）发现，与危机前相比，最近的危机使经合组织国家 2015 年的潜在产出平均下降 8.4％。若

使用 5% 的贴现率（BCBS，2010），累计产出损失的净现值（NPV）约为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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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给定银行资本的条件下，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概率；基于对长期经济影响模型（LEI）模型的计

算。 基于 BIS（2015）的核心研究成果，假定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将降低 26% 的危机发生的可能。
2 资本需满足（i）6%（Tier1/RWA）下最低风险加权资本要求；（ii）风险加权资本（RWR）要求和 2.5%

（CET1/RWA）的更高损失吸收能力要求（HLA）；（iii）3%（Tier 1/EXPLR）的最低杠杆率要求；（iv）
杠杆率（LR）和 G-SIBs（G-SIBs）潜在的杠杆率附加（LRS）1.25%（Tier 1/EXPLR），即更高的损失吸

收能力（HLA）要求为 50%。
3 不均衡的样本包括 24 家列入（FSB，2015）的 G-SIBs。
资料来源：Brei 和 Gambacorta（2014）；BCBS（2010，2014b）；BIS （2015）；Fender 和 Lewrick（2015）；

FSB （2015）；Bankscope；作者的计算。

最初 LEI 模型的计算是基于当时流行的定义下有形普通股（TCE）对风险加权资产（RWA）

的度量。为重新计算估值，根据新的 CET1/RWA 指标，或者 Tier1/RWA，本文需要考虑到更

严格的监管资本定义的影响，以及新的监管框架下 RWA 的增加。基于公开数据，本文估计

从巴塞尔协议 II 过渡到巴塞尔协议 III 的转换因子约为 0.78，即 CET1/RWA（巴塞尔协议 III）

≈ 0.78×TCE/RWA（LEI）。1

图 1 的左侧面板（虚线）说明了监管规则调整后 LEI 模型预测的危机概率。在此基础上，

并在考虑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的影响后 2，本文认为，当巴塞尔协议 III 下 RWR 触及下限

即 CET1/RWA 只有 4.5% 时，系统性银行的危机概率为 4.8%，若加入 2.5% 的 CET1/RWA 等

值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将使概率降低至 1.6%。

在监管成本方面，资本和 RWA 定义的转变表明，CET1/RWA 比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平

均水平的产出就相对于基准下降 0.12%（对应值的流动性要求一次性输出下降 0.08%）3。

为了全面评估“巴塞尔协议 III”的影响，本文还需要在 LEI 模型的框架中纳入最低杠杆

率（LR）要求和任何潜在的杠杆率附加（LRS）。但这对本文是种挑战。首先，本文需要推导

任何 LRS 可能的校准选择，其次，LR 被设计为对 RWR 的支撑，为银行引入的是补充的而不

是附加的资本要求。因此，评估 LR 的影响就需要评估银行为满足 RWR 的要求而额外募集的

任何资本净额。为此，本文遵循 Fender 和 Lewrick（2015b）的方法。正如下一部分所述，本

文基于利用历史银行数据来保守估计银行需要筹集多少资金以满足 LR 的要求，假设在观察期

1	计算结果基于 BCBS（2010）的表 5（美国和欧元区银行的平均值）和 BCBS（2014b）的表 A12、
A13。考虑到更严格的计算规则、资本的下降和更严格的监管资本标准，监管政策的调整促使 RWA 增加。

2	Brooke 等（2015）根据不同的方法得出了最新的危机概率表，可以在一个非常相似的范围内提供中等值，

与 LEI 原始的估值吻合。

3	最初结果的 0.09% 是基于巴塞尔协议 II 的 RWA 中有形普通股，考虑到相当于 CET1/RWA 的 0.12%，

估计的转换系数为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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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这样的要求，然后再将这些估值与 BCBS 对巴塞尔协议 III 监测获取的（BCBS，2016b）

的可用公共数据进行比较。

（三）校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杠杆率附加

接近 LRS 校准的一种方法是假定与现有的 RWR 对称。在这种方法下，由于 LR 设定为 3%，

G-SIBs 增加了额外的 LRS，以使它们总的 LR 要求与 BCBS（2013a）中对 G-SIBs 提出的基于

风险的更高的损失吸收（HLA）要求相一致。根据 HLA 的要求，G-SIBs 被分成四类（表 2 中

左边四列），相应的 CET1/RWA 从 1% 到 2.5%，但第五列下面没有 G-SIBs，因为该列的 HLA

要求达到 CET1/RWA 的 3.5%，这证明过高的 HLA 会抑制 G-SIBs 更具有系统重要性。

潜在的 LRS 与现有的 HLA 要求之间的对称性使得校准相当简单。G-SIBs 的 LRS 将会被

校准，这样 LR 就会像其他银行一样绑定 G-SIBs，因为 BCBS（2013b）对 HLA 的要求导致

了 G-SIBs 更高的 RWR。为了阐明这一点，需回顾 LR、RWR 和密度比率（DR）之前的关系。

DR 等于 RWA 和 LR 的分母的比值，即所谓的杠杆风险暴露测量（EXPLR）。因此，LR 可以表

示为：

= = =× ×  

对于非 G-SIBs 的银行来说，LR 定为 3%，最低一级资本比率（T1/RWA）为 6%（若将资

本保护缓冲计算在内，则为 8.5%）。这意味着 DR 临界值的 50%（=3%/6%）或 35.3%（= 3%/8.5%），

分别界定了 DR 的水平，因为 LR 和 RWR 对资本的要求是完全相等的。图 1（中心面板）说明

了这些要求之间的关系。假设在一个持续的风险暴露下，RWA 的上涨将提高银行的 DR，同时

满足 RWR（虚斜线）所需的资本金额。相比之下，LR 则保持不变（波浪线）。对于 DR 临界

值的 50%，要求的资本金额是完全相等（A 点），增加 HLA，反过来会增加 RWR 的斜率（实

斜线）。这对 LR 的约束相对较少，因为只有当 G-SIBs 的 DR 低于 B 点所示的水平（即小于

50%），G-SIBs 才需持有更多的资本来满足 LR，而不是满足 HLA 与 RWR 的混合要求。对此，

可引入具有一致性的（“对称”）的 LRS（水平粗线），将 DR 临界值提高到 50%（C 点）。

根据上面的等式，可通过将 HLA 与 DR 临界值相乘导出一张 LRS 具有一致性的表格 1。表

2 揭示了 G-SIBs 在五种情况下的 LRS。例如，给定 LR 为 3%，比例因子为 50%，则 G-SIBs

的总体 LR 要求将在 3.5% 至 4.8% 之间，而 35.3% 的比例因子则使 G-SIBs 的总体 LR 要求降

为 3.4% 至 4.2% 之间。

1	英格兰银行的金融政策委员会也提出了对英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额外杠杆比率缓冲”校正的类似

方法（Bank of England，2016）。



8 全面阐释：巴塞尔协议 III 的宏观经济影响和剩余的改革问题 总第 71 期

表 2：校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杠杆率附加（LRS）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分组 1 2 3 4 5

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HLA）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 / 风险加权资产）

1.0 1.5 2.0 2.5 3.5

杠杆率附加
（一级资本 / 风险加权资产；50%）

0.5 0.8 2.0 2.5 3.5

杠杆率附加
（一级资本 / 风险加权资产；35.3%）

0.4 0.5 0.7 0.9 1.2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数量
（2015 年 11 月）

19 5 4 2 0

资料来源：BCBS（2013a）；FSB（2015）；作者的计算。

确保 G-SIBs 的 RWR 保持一致，是校准 LRS 的一个方面，但也要考虑其他因素 1。例如，

扁平的 LRS 将提供一个更简单的框架，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几种校准选择。一种是选择表 2

所示的 LRS 的简单平均数，如果使用 50% 的比例因子，将产生约 1% 的 LRS。另一种是对表

2 列出的数值再往上校准附加费，提出更多的约束条件以鼓励 G-SIBs 降低杠杆。例如选择增

加 2％的附加费，对目前还是空白的第五列进行校准并使用 50％的比例因子。

三、宏观经济影响评估

根据上文讨论的概念框架，本章分两部分介绍有关巴塞尔 III 监管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定

量估计。第一部分考虑到 LR 和 LRS 的引入，简要讨论了历史数据集如何用于分析和估计银行

额外筹集的资本量。第二部分再将前述估算值作为衡量这些需求如何有效提高最低 RWR 的广

泛指标（broad proxies），本文从而能够计算巴塞尔 III 改革的预期成本和收益。

（一）估计额外资本需求

评估引入新监管要求的影响，一种理想的办法是从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角度来评

估银行如何调整，以及这些调整可能对银行资本的影响。但由于缺少必要数据，引入 LR 和

LRS 后，本文采用了回顾式（backward-looking）方法来衡量银行需要筹集的资本金额。下一

节将详细讨论这种方式的含义。

本文使用了 Brei 和 Gambacorta（2014）汇编的数据，将来自 Bankscope 供应商数据库的

1	“一致性”指的是 G-SIBs 的综合杠杆率要求（含 LR 和 LRS）、最低的 RWR（“第一支柱”）和 HLA 要求。

额外的 RWR，例如监管机构实施的针对银行特殊风险（“第二支柱”）的规定，将提高 LR 和 / 或 LRS
以保持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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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信息和基于 BCBS 的定量影响研究（QIS）的聚合数据结合起来。这个数据集提供了关于

RWA 的历史时间序列，且此数据集和大多数其他数据相比，使用了 1994 年至 2012 年间，14

个发达经济体的 100 多家银行的数据样本的 LR 风险暴露测量值。1 根据这些数据，本文估计

了与 3% 最低 LR 要求相关的隐含（历史）资本缺口（Fender 和 Lewrick，2015b），这是作为

满足 LR 要求平均补充一级资本（按照 RWA 的比例）来衡量的，净差额来自最低 8.5% 的一级

资本要求。总的来说，样本的平均不足是相对有限的，大约是 RWA 的 0.7%。

接下来，本文评估了 G-SIB 的 LRS 隐含的资本缺口。由于这一附加的标准尚未确定，本

文将重点关注样本中所有银行受到 0.5% 和 2% 附加的影响（基于 2015 年 11 月的 G-SIBs 清单

（FSB，2015））。这种选择使本文论述变得简单，不需要任何关于 G-SIB“候选银行”在观察期

间不同年份的相对排名的假设。2此外，这些选择可以被广义地揭示为对表2所示的校准选项集，

分别是下限和上限的校准。

使用历史银行数据集，平均 0.5% 或 2.0% 的附加费将使 G-SIBs 提高 RWA 平均值得 0.3%

和 2.1% 的资本率（图 1 右侧面板）。这些假设的数字是 HLA 要求的净值，为简单起见，本文

假设样本中所有 G-SIBCET1/RWA 为 1%。

（二）比较巴塞尔协议 III 要求的成本和收益

上述估计可以结合起来，以衡量巴塞尔协议 III 改革的总体预期宏观经济成本和收益。按

照保守的假设，额外的资本需求将由 CET1（而不是通常成本较低的 Tier1 附加）来满足，所

以协议将整个银行体系的 CET1/RWA 比率提高约 2.7 至 3.4 个百分点 （表 3，第 1 行）。

        　　　            表 3：成本收益分析表明 G-SIB 杠杆率附加的校准有很大空间         　　　　   单位：％

风险加
权资本

（RWR）

RWR &
3% LR

RWR, 
LR& 1% 

HLA 

全部，包括

0.5% LRS 2% LRS 

1 以历史数据计算的 CET1/RWA 增加 1 1.5 2.2 2.6 2.7 3.4

2 期望边际收益

　　2.1 系统性危机概率的降低 2 1.54 1.96 2.15 2.19 2.41

1	Bankscope 数据没有直接构建 LR 风险暴露指标所需的间隔，特别是在反向回购和现金抵押品，衍生品

风险敞口，证券融资交易和某些表外项目的处理方面。为了克服这个限制，QIS 数据用于生成一组国

家的比例因子，用于调整 Bankscope 数据并得出风险暴露估计值。有关数据集的更多细节，请参阅 Brei
和 Gambacorta（2014），特别是附录 A。

2	鉴于观察期间缺乏间隔数据，使得不可能（i）识别当时被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ii）
将 G-SIB 分类后计算它们的 HLA 要求。因此，基于 2015 年 G-SIB 清单确定 G-SIBs（FSB，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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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期望边际收益 
　　　（LEI 危机成本 =63%）3, 4 0.97 1.24 1.35 1.38 1.52

　　2.3 期望边际收益
　　　（更新后的危机成本 =100%）3, 4 1.54 1.96 2.15 2.19 2.41

3 期望边际成本 4, 5 0.18 0.26 0.31 0.32 0.41

4 期望净边际收益 4, 6

　　4.1 假设危机成本 = 63% 0.79 0.97 1.04 1.05 1.11

　　4.2 假设危机成本 = 100% 1.36 1.70 1.83 1.86 2.00

注：1银行体系资本比率（CET1/RWA）的预计增长。该计算基于以下假设：任何资本缺口都将有CET1（即

不具有通常较低成本的附加一级资本）来满足。根据 111家主要银行的历史数据，包括 24家G-SIBs（1994—
2012 年，见 Brei 和 Gambacorta（2014））。2 从 5.5% 的起始水平（CET1/RWA）增加的资本水平（第 1 行），

发生系统性危机可能性的百分比变化；此结论系从原始的 LEI 模型推断出来。3 预期的边际收益是将系统

性危机概率（2.1 行）乘以危机成本。4 此为每年产量水平的百分比。5 根据 LEI 模型，预期成本等于银行

资本的增加（第 1 行），CET1/RWA 比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产出下降 0.12%。6 预期边际净收益等于预

期边际收益（第 2.2、2.3 行）和预期边际成本（第 3 行）之间的差额。

资料来源：BCBS（2010）；Brei 和 Gambacorta（2014）；Fender 和 Lewrick（2015b）；Bankscope；
作者的计算。

这包括：（1）由于较高的最低 RWR 升高了 1.5 个百分点，将 CET1/RWA 比率从最初的 5.5%

（按 LEI 模型）提高到 7%（即最低 4.5% 和 2.5% 的资本保护缓冲）；（2）由于 LR 最低 3% 的要求，

提高 0.7 个百分点；（3）假设所有 G-SIBs 的 HLA 要求为 1%，提高 0.4 百分点；（4）假设 G-SIBs

分别提取 0.5% 和 2% 的 LRS ，提高 0.1 到 0.8 个百分点。为了校准这些只适用 G-SIBs 的要求

对银行资本水平的影响，本文假设这些银行占银行体系 RWA 的 40%，大致反映了 G-SIBs 的

加权平均市场份额。1（BIS，2015）

下一个因素是由于较高的资本水平导致的危机概率的降低。相关的估值是基于 LEI 的概

率表，提供了资本水平到危机概率的映射（见图 1，左侧面板）。从资本比率为 5.5% 的 CET1/

RWA 开始，LEI 模型估计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概率为 4.8%（包括 NSFR）。考虑到预期的资本增加，

百分比减少的数额如表 3 第 2.1 行所示。

为了评估预期的边际收益（表 3 第 2.2 行和 2.3 行），提高资本后引起危机概率降低，乘以

危机成本，分别使用了 63% 和 100% 的估值（见第一部分的讨论）。

1	这个估计与早先的分析一致，表明 G-SIBs 的非金融私人贷款占 GDP 加权平均市场份额的 40%，银行

系统资产占总资产的 52%（BI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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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危机成本：2

中等水平（LEI 基准线） 更新后的估计 更新后的估计，包括 TLAC的影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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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率

区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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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区域 1 表示由于提高风险加权最低资本要求（RWR），银行体系资本比率（CET1/RWA）和相

关边际净收益的增加。区域 2 表示由于引入了 3% 的最低 LR 比率要求而产生的额外预期影响。区域 3 显

示了 G-SIBs1% 的更高的损失吸收（HLA）要求的资本补充，而区域 4 表示 G-SIBs 的 LR 的额外增加，

分别为所有 G-SIBs 的 2%。2LEI 模型的基线估计假设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成本相当于 GDP 的 63%，最新的

估计假设成本为 GDP 的 100%，其中一项引入 TLAC，假设成本为 GDP 的 94.6%，因为避免公共部门紧

急援助的收益约为每年 GDP 的 5.4 个百分点（BIS，2015）。3 净收益估计还包括国际清算银行给出对危

机概率下降 26% 的影响的估值（2015 年）。

资料来源：BCBS（2010）；BIS（2015）；Brei和Gambacorta（2014）；FSB（2015）；Bankscope；作者的计算。

图 2：加强银行资本水平产生相当大的净经济收益（占 GDP 的百分比）

分析的最后一个因素是由于贷款利差的任何隐含变化（表 3 第 3 行）导致的较高资本要求

的产出成本估值。特别是 LEI 报告显示，CET1/RWA 比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产出水平下降

0.12%。

在计算方面，预期的边际成本主要指被估计的资本增长与估计的产出损失相结合。根据替

代的危机成本估计（表 3 第 4.1 行和 4.2 行，图 2 实线和虚线），将产生两套净收益计划。

总体而言，尽管增加了所需的额外资本金，但估计的边际净收益仍然保持正值，并且是在

各种替代危机成本的假设和 LRS 校准的全部范围内。图 2 显示了这些结果，这意味着将 LRS

在上述基准的较高区域内仍有相当大的校准空间。在此基础上，即使是使用危机前估计的低成

本，也只有当 CET1/RWA 从 5.5% 的基准水平大幅提高后，更高资本要求的经济净收益（以每

年对 GDP 的影响计算）才会耗尽。

四、讨论

（一）新的总损失吸收能力标准对资本监管收益产生的影响

危机后的监管措施涵盖了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监管以外的一系列广泛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

引入 G-SIBs 的 TLAC 标准，该标准补充了巴塞尔协议 III 的核心改革措施，即支持当局对任何

陷入危机的G-SIB实施有序的危机化解方案。该标准的主要内容是，任何一家G-SIB的TLAC（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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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危机中有充足的负债用于损失吸收）至少需要达到整体化解方案 RWA 的 18%，整体风险

暴露（EXPLR）至少达到 6.75%。该标准已从 2019 年开始测试，将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TLAC 标准有望降低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和成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尽管两套措施

的重点不同 1，但是这些标准影响了上述的成本收益分析。通过设计，TLAC 标准越能有效降低

危机成本和概率，巴塞尔协议 III 的资本和流动性改革的边际收益也就越低。然而，鉴于这种

削减完全被 TLAC 标准所产生的净收益抵消了，不应与由于两套改革的综合效果而实现的经济

收益的总体增长而混淆。

在下文中，本文将集中讨论对 TLAC 影响评估（BIS，2015）的中心考量值，并考虑它们

如何改变巴塞尔协议 III 改革的净收益计算。这些考量值包括：（1）避免公共部门紧急援助导

致的成本下降，相当于每年 GDP 的 5.4%，估计成本分别降低到 GDP 的 57.6% 和 94.6%；（2）

对于平均的 G-SIBs 市场份额来说，危机概率下降了 19% 至 34%，具体取决于银行对自救机制

约束的强度。这种下降反映了市场纪律的改善，主要是投资者通过 TLAC 合格证券对 G-SIBs

施加影响。

表 4 描述了在考虑了 TLAC 标准对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成本和可能性的影响后，巴塞尔协

议 III 改革带来的边际净收益。表 4 的主要信息是，即使对 G-SIBs 的冒险行为和温和的危机成

本有较强的约束力（极大地降低了提高资本金要求的好处），边际净收益仍因为更高的 LRS 校

准而正增长。图 2 展示了 TLAC 对边际净收益的影响，表明在这些收益开始下降之前还有进一

步提高资本要求的空间。直观地说，在一定程度上，TLAC 降低了危机成本及其可能性（见图

1 左侧面板），通过提高最低资本要求将降低边际收益（以及其他任何旨在减少危机成本的措

施）， 正如图中所示，更新后的净利益向下延伸（三角形线条）。显然，许多研究（如 Boyd 等人，

2005；Atkinson，2013；Ball，2014）提出了较高的危机成本估值，又或者较低的监管成本估值（如

来自任意 Modigliani-Miller 模型的“抵消”），都将结果转向了更高的资本水平。

表 4：TLAC 标准如何影响 Basel III

期望净边际收益，% 年 GDP

估计的自救机制约束强度

弱效应 中间估计 强效应

1  Basel III, 没有 G-SIB LRS

　　1.1 假设危机成本 = 57.6%3 0.69 0.60 0.50

1	从广义上讲，TLAC 可以被归为“去关注”工具，旨在降低银行错误经营（failures）的成本。相比之下，

银行资本（尤其是 CET1 和 Tier1 的要求）和流动性要求却是“要关注”工具，旨在减少银行的违约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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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假设危机成本 = 94.6%4 1.33 1.19 1.03

2  Basel III,  0.5% G-SIB LRS2

　　2.1 假设危机成本 = 57.6%3 0.70 0.61 0.51

　　2.2 假设危机成本 = 94.6%4 1.35 1.21 1.04

3  Basel III, 2.0% G-SIB LRS2

　　3.1 假设危机成本 = 57.6%3 0.72 0.62 0.51

　　3.2 假设危机成本 = 94.6%4 1.44 1.28 1.10

备忘录项目：TLAC 的净收益 5

　　假设危机成本 = 57.6%3 0.37 0.48 0.58

　　假设危机成本 = 94.6%4 0.53 0.71 0.87

注：1 计算是基于对平均 G-SIB 市场份额引入自救机制要求 /TLAC（BIS，2015）后危机概率的减少。

由 LEI 估计的危机概率分别下降了 19%（弱效应），26%（中间估计）和 34%（强效应）。2 包括 RWR，
LR，HLA 和 G-SIB 的 LRS。3 按照 LEI 估计，中度危机成本（占 GDP 的 63%），TLAC 危机的净成本降

低（占 GDP5.4 个百分点）。4 更新的危机成本（占 GDP 的 100%），TLAC 危机的净成本降低（占 GDP
的 5.4 个百分点）。5 基线估计；见表 6，BIS（2015）。

资料来源：BCBS（2010）；BIS（2015）；Brei 和 Gambacorta（2014）；Fender 和 Lewrick（2015b）；

Bankscope；作者的计算。

（二）保守性偏差

下面，本文将讨论两个关于分析框架的关键假设，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本文评估巴塞尔协议

III 改革获得的宏观经济收益：（1）后顾式的“静态”资产负债表方法用于粗略估计银行额外需

要募集多少资本以满足 LR 和 LRS 要求；（2）基于 LEI 模型，为满足更高的资本要求而估算的

资金成本。本文认为，这两个假设都将使结果往估值净收益较低的方向偏差，为未完成的要求

提供一些额外的回旋余地，例如前文讨论的接近上限时的 LRS。

1. 资产负债表优化

保守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本文的历史样本数据夸大了按照资本新规所要求的真实资本的

缺口，因为它们不能解释任何可能由于加入 LR 或 LRS 要求后对资产负债表作出调整的原因。

相比较而言，2015 年中期，巴塞尔协议 III 监测数据（BCBS，2016 b）显示，只有约三分之一

的 BCBS 下辖银行受到了杠杆率约束，即这些银行需要更多的资本来满足最低 3% 的 LR 率，

多于他们为满足 RWR 要求的金额。总之，从 CET1/RWA 达到 7% 开始，BCBS（2016 b）认为，

银行只需要筹集额外 248 亿欧元的资本金，就能实现他们的“目标”水平（忽略任何过渡安排，

包括为 G-SIBs 预留的 2.5% 资本保护缓冲和附加，如适用）。根据 BCBS 的数据，加上杠杆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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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缺口为 292 亿欧元，相当于总 RWA 的 0.09%，这还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金额 1。

显然，银行会通过优化资产负债表，降低资本成本，以适应新的监管要求（如通过调整不

同业务单位的资本分配）。在前文图 1 中的例子（中心面板）中，一家 G-SIB 在 B 点的位置，

可能会做出引入额外的 LRS（水平粗线）、提高 DR，并向 C 点移动的反应。这种“风险转移”

将允许银行在不增加监管资本的基础上承担更多风险。按此逻辑，当一家 G-SIB 的 DR 高于临

界值（如 D 点位置）时，就会想办法减少 DR（“风险加权资产压缩”），这表明 LR 的要求为

银行提供了收敛 DR 到类似水平的动机。通过研究美国和加拿大商业银行在观察期内受到国家

LR 要求的表现，本文找到了一些支持这个收敛的银行历史数据 2。见表 5 的上半部分，除金融

危机时期外，美国和加拿大银行的 DR 标准差，小幅低于其他地区的银行 34。

表 5：银行调整资产负债表以适应监管环境

密度比率（DR） （1999–2008)2

按经济体分 1 银行的数量 标准差 中位数 1/4 3/4
加拿大 5 0.04 41% 38% 45%
美国 3 11 0.12 63% 56% 68%
欧洲（除欧元区外） 9 0.16 44% 38% 52%
欧元区 26 0.17 56% 45% 64%
按银行种类 : 密度比率（DR）（2008–2012)2

G-SIB 22 0.13 33% 25% 43%
其他 63 0.15 46% 35% 61%
按信用风险模型分 :4

IRB 方法 5 43 0.13 37% 28% 46%
标准法 31 0.15 60% 48% 67%

注：1 基于平衡的银行样本。欧洲（欧元区除外）包括瑞典，瑞士和英国；欧元区包括奥地利，比利时，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 2 年度观察的平均值。3 不包括不受 LR 要求的大型美国投资银行。
4 不平衡样本；第一列显示的平均银行数量，舍入为最接近的整数。5 银行采用基于内部评级（IRB）的方法，

先进的 IRB 方法或两种方法的混合 ; 根据 SNL 提供的信息。

资料来源：Brei 和 Gambacorta（2014）；Bankscope；SNL；作者的计算。

1	截至 2015 年中期，在 BSBC 监测的大约 200 家银行中，只有 7 家无法达到巴塞尔 III 要求 3% 的 LR。
这些银行报告了 44 亿欧元的总资金缺口，比 BSBC 下所有银行的 RWA 少 1.5 个基点，而且远低于银

行历史数据所暗示的 0.7 个百分点。

2	在美国，随着人们对银行破产和资本水平下降的担忧，早在 1981 年就引入杠杆率要求，接着是加拿大，

1982 年引入，1991 年进一步提高要求。见 D’Hulster（2009）和 Wall（1989）。
3	标准组合异方差检验法（根据组合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定义，观察到不同组间的数据差异）证明了加拿

大和美国的银行业 DR 方差，都与其他地区的银行不同。

4	导致美国银行业的 DR 标准差相对较大的原因有：首先，美国最初的 LR 要求，基于比表 5 更狭义的分

母（诸如风险暴露测量）；其次，银行根据监管评级的高低实行差别化的 LR 要求，意味着不同的 DR
临界值，而且可能使结果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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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尤其是对 G-SIBs 而言，RWA 压缩是较广泛的现象。08 年金融危机后，G-SIBs 的 DR

已经下降，且经常低于其他银行水平（见表 5）。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商业模式的不同

和持续改变。然而，新巴塞尔协议对一项关键要素修改（BCBS，2006），即引入信用风险的内

部评级（IRB）法，也可能导致了这一数值的下降（Behn 等，2016）。使用 IRB 方法的银行所

报告的 DR 要明显低于使用标准法的银行报告的 DR，因为其提供给银行计算 RWA 的回旋余

地更少。重要的是，即使在控制了度量代理银行的商业模式（见表 6）差异后，已经观察到的

DR 差异仍然具有可度量和统计的意义。将银行的数据集和从 SNL 对银行资产组合和信用风险

计算方法等补充的信息做匹配，本文预测使用 IRB 模型后银行总的 RWA（相对于风险暴露）

将减少约 9%，如果只考虑欧洲银行，该数值会超过 11%。

                          　　　　　　　　       表 6：银行密度比率的决定因素       　　　               （2006–2015 年）

因变量： 
密度比率（取 log） （1） （2） （3） （4） （5） （6）

用内部评级法 1 –0.089*
(0.045)

–0.089**
(0.043)

–0.096**
(0.042)

–0.107**
(0.043)

–0.115***
(0.042)

总资产（取 log） –0.085
(0.064)

–0.169**
(0.068)

–0.174**
(0.068)

–0.149**
(0.071)

–0.149**
(0.070)

–0.229***
(0.076)

个人贷款 2 0.455***
(0.086)

0.402***
(0.135)

0.408***
(0.131)

0.348***
(0.109)

0.393***
(0.115)

0.371**
(0.146)

银行间借贷 2 0.045**
(0.021)

0.049
(0.030)

0.053*
(0.029)

0.014
(0.015)

0.018
(0.014)

0.070
(0.047)

持有至到期证券 2 0.014***
(0.005)

0.017**
(0.006)

0.017**
(0.007)

0.014**
(0.006)

0.012**
(0.006)

0.014**
(0.007)

可供出售证券 2 –0.019
(0.016)

–0.009
(0.021)

–0.008
(0.021)

–0.020
(0.015)

–0.002
(0.022)

交易性证券 2 0.007
(0.036)

0.039
(0.030)

0.040
(0.031)

0.003
(0.030)

其他金融资产 2 –0.016
(0.034)

–0.017
(0.033)

0.000
(0.033)

地区 All All All All All Europe
银行数量 70 68 68 72 73 52
观测量 420 337 337 354 358 300

R2 0.269 0.284 0.282 0.255 0.249 0.316

注：*** p <0.01，** p <0.05，* p <0.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所有的回归都包括一个常数项以及银行和

时间的固定效应。1 虚拟变量，如果银行的信用风险计算基于 IRB 基础方法，高级 IRB 方法或混合方法，

则其值等于 1。参考 SNL。2 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LOG 的形式。

资料来源：Brei 和 Gambacorta（2014）；Bankcope；SNL；作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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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的一种解释是，当银行的 DR 向 DR 临界值靠近时，LR 和相应 LRS 的引入可以

优化资产负债表。为了量化潜在的最优化激励和整体影响，本文模拟了影响银行的 RWA 和相

应 CET1/RWA 的变化，例如：（1）所有银行收敛于 DR 的临界值，伴随着他们的 RWA 和随着

RWA 增加 / 减少的 LR 和 LRS 的组合 ( 基准，假设“全部”调整）；（2）银行通过调整 RWA（“部

分”调整），将其 DR 和 DR 临界值之间的差额缩小 50%。在这两种情况中，银行的杠杆风险

暴露（Exposure Measure）保持不变。除无 LRS（作为基线）的情况外，本文考虑采用（平的）

0.5% 和 2% 的 LRS，为 G-SIBs 分别提供两种情况下最高和最低的影响估值。

表 7 总结了基于 1994 年到 2012 年平均每年观察到的上述情况所伴随的 RWA 的长期变化，

也显示了基于对 TLAC 估计并与表 4 项目对应的预期边际净收益（表 4，第 2 列）。虽然本文

的研究结果意味着由于 DR 的增加，G-SIBs 总的 RWA 将有相当大的潜在增加，但这往往会被

银行体系中的其他部分（见表 7，“Other banks”）RWA 的压缩而抵消（某些情况下的“过分补偿”）。

总之，巴塞尔协议 III 的改革方案对银行边际净收益的影响依然有限。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对

不同 LR 的校准选择，边际净收益依然保持基本不变（表 7）。这表明，往区间上端校准，不仅

不会使巴塞尔协议 III 对长期经济的净收益减弱，而且是对 RWR 更有效的支撑。

表 7：模拟银行风险转移 / 风险加权资产压缩

 估算 RWA 的变化 1 给定危机成本下预期的净边际利润 2

全部调整， 给定 LRS 值：3 G-SIBs Other banks 57.6% of GDP 94.6% of GDP

   0% –21% –19% 0.58 (–0.02） 1.30 (+0.11）

0.5%   –8% –19% 0.60 (+0.00） 1.31 (+0.10）

2.0% +31% –19% 0.62 (+0.00） 1.27 (–0.01）

部分调整， 给定 LRS 值：4     

   0% –11% –10% 0.62 (+0.02） 1.29 (+0.10）

0.5%   –4% –10% 0.62 (+0.01） 1.28 (+0.07）

2.0% +16% –10% 0.62 (+0.00） 1.28 (+0.00）

注：1从 1994到2012年，年平均值的监测；不均衡的银行样本。2预计边际净利润 占每年GDP的百分比）。

在括号中，净边际收益（以百分比计）的差额与计算在内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影响的相应净边

际收益（表 3，央行估算）相比较 ; 假设 G-SIBs 占银行系统风险加权资产（RWA）的 40%。3 假设所有银

行调整风险加权资产（RWA）达到DR临界值要求，则等于银行的杠杆率组合的比值要求（即3%加上G-SIBs
的潜在的 LRS）除以 Tier1 RWR 的综合（即 8.5% 加所有 G-SIBs 的 HLA 为 1%）。4 假设银行仅通过调整

RWA 来缩小 DR 和 DR 临界值之间的差距至 50%。

资料来源：Gambacorta 和 Brei（2014）；FSB（2015）；Bankscope；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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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风险转移和 RWA 压缩有多大可能呢？巴塞尔协议 III 框架定义了银行的最低

资本、短期（流动性覆盖比率 LCR）和中期融资（NSFR）要求，而银行通过优化他们的商业

模式，来适应各种各样的监管约束。所以，朝着同一 DR 的目标，不太可能使不同商业模式的

银行达到最优，也表明大幅增加或减少 DR 亦不太可能。事实上，来自加拿大的证据表明，监

管框架的其他元素可以有效地减轻由 LR 要求而产生的转移激励 （Crawford 等，2009）。在未来，

TLAC 标准将可以提高 GSIBs 的市场纪律效应，限制过度冒险行为。此外，当前的监管考虑进

一步限制用 IRB 方法（比如风险加权资本下限（BCBS 2014c））来计算 RWA，即反过来，将

采用 IRB 方法的银行的 DR 作为给定的风险水平，增加测算的 RWA。同时，补充 RWR 以解

决银行的特定风险（“第二支柱”要求），降低银行在任何给定的杠杆限制下的 DR 临界值（参

见上面的公式）。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限制任何伴随 LR 或 LRS 的风险转移激励。

2. 银行的融资成本

保守主义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故意）将 LEI 模型的成本估算向上偏离，因为他们未考虑

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将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通过设计，这些结果可能夸大

了在减少贷款和放弃输出方面的真实成本，因此，潜在假设 Modigliani-Miller 定理 1（即 MM 定

理）不成立，即使在长远来看，发行股票的成本也不会随着资本水平而变化。实践中，银行要

求的股本回报率预计将随着资产负债表杠杆化和股票下跌的风险而下降（Kashyap 等，2010）。

事实上，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LEI 模型的估计值具有保守性，如果有的话，比 2010

年更加保守（表 8）2。但有一个例外，表 8 中所有的分析回顾了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大体上低

于 LEI 模型产生的结果 3。例如，Miles 等人（2013）曾考虑增强资本对降低融资成本的影响（MM

定理“抵消”），他们发现资本比率每增加 1%，将使长期 GDP 减少 0.05 个百分点以内，专注

于英国相关研究的 Brooke 等人（2015）发现的结果是 0.01% 到 0.05% 之间。

此外，适用 LEI 模型对贷款和 GDP 的影响不一定是负面的。理论和实证方面的考虑都建议，

资本更充足的银行更倾向产生宏观经济净收益。鉴于各种外部性的存在，银行倾向于站在社会

最优化的角度（相对于私有化）选择资本水平（Kashyap 等，2008）。例如，Buch 和 Prieto（2014）

通过对德国银行的实证数据分析，发现了银行资本与贷款规模之间长期的积极关系，表明从长

1	Modigliani-Miller（1958）定理指出，在某些假设下（例如没有税收、破产成本、代理成本和不对称信息），

公司的价值不受公司资本来源的影响。

2	参见 Cecchetti（2014）和 BIS（2016）。
3	研究发现，在短期性、过渡性调整方面比 LEI 模型有着更强的效果，但与新的稳定状态无关。然而从

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即使更强这些过渡的效应仍很有限，以 Mesonnier 和 Monks（2015）、Fraisse 等

（2015）、BIS（2010）和 Angelini 等（2011）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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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更高的资本水平并没有对差价和产出有负面影响。Gambacorta 和 Shin（2016） 对广泛活

跃的国际银行的研究结果中也有类似效果的发现 1。

最后，鉴于银行资本水平的周期性特征，当利润充足和股本融资相对便宜时，LR 的最低

要求会倾向于偏紧。一旦全面实施 LR 要求，将进一步降低成本。

                                                表 8：资本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影响 : 选择性估计 1                            单位：基点

 贷款利差的增加 贷款量的变化 GDP 增长的下降，年率

BIS（2010） 15~17 –100~ –200 4
超过 4 年

LEI（BCBS，2010） 13 – 9
永久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2011）2 30~80 –80~ –100 6~12

超过 9 年

Cournède 和 Slovik（2011） 8~20 – 4
超过 9 年

Elliott 等（2012）2 5~15 – –

Miles 等（2013） 5.5 – 4.5
永久

Oxford Economics（2013）2 15 – 1.6
超过 9 年

Buch 和 Prieto（2014）3 – +22 –

Brooke 等（2015） 5~15 – 1~5
永久

注：1 各研究对资本的定义不同。LEI 模型（对资本的界定）基于 TCE/RWA 中 1 个百分点的增长， 根
据 LEI 中使用的原始资本比率的定义。2  也包括另一些监管措施的影响。3 长期影响，原始结果约等于

CET1/RWA 的 0.12%，估算的转换因子约为 0.78。
资料来源：如上所列；Cohen 和 Scatigna（2014）。

即使尚未明确，但 LEI 模型的保守性也意味着任何提高银行的资本要求都不太可能对整体

评估产生实质影响。此效应可能来自任何监管上对银行的能力或者愿意充当固定收益市场作市

1	另一项由 Heuvel（2008）开展的研究，估计了“最佳”资本化水平。在选择不同的模型后，研究倾向

于产生相反的结果，福利 / 银行贷款和资本要求之间呈 U 型关联。更严格的要求减少了银行的系统性风

险，同时也减少了银行的贷款和 GDP。然而 , 资本最优化的结果差别很大，估计在 3% 左右（De Nicolo 
等， 2014）和 14%（Martinez-Miera、Suarez（2014）和 Begenau（2015）），而且根据不同的资本比率定

义，解释都很复杂。以（De Nicolo 等，2014）为例，对风险资产有效施加了 100% 的风险权重和 35%
的 DR，这将转化为 8.6% 的资本要求，几乎就是上述对一级资本的基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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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影响（即投入资产负债来支持市场流动性），此领域近年来吸引了相当大的政策宏利（Fender

和 Lewrick，2015）。任何此类活动的减少，都可能意味着更高的流动性溢价，最终，增加正常

时期发行债券的成本 1。然而，对银行而言，这些成本可能是边际和通过减少资产负债表风险而

抵消了的（Gambacorta 和 Shin，2016）。反过来，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而言，任何成本的增加都

将小于 LEI 模型方式下银行借贷利差的增加。对经济净收益的整体影响就如同一顶帽子，因为

这些机构可以获得银行资金作为替代的资金来源 2。

五、结论

巴塞尔协议 III 还在不断完善中，许多设计和标准的选择仍然需要敲定，但监管者已经将

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监控新监管框架的落实和影响力方面。显然，巴塞尔协议 III 的改革只是

监管上对最近发生的这次金融危机应汲取教训的一种回应。诸如建立增强自救和决策的机制或

者改革场外衍生品等补充措施，也将对更广泛的银行和金融市场产生有价值的影响。在此背景

下，量化任何单项监管政策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都具有挑战性，需要用重要的概念和实证说明。

本文提出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来评估宏观经济成本和巴塞尔协议 III 改革的核心收益。在

巴塞尔委员会研究长期经济影响模型的基础之上，本文提供了一个与 G-SIBs 的最低风险加权

资本要求、杠杆率和不同的校准选项下杠杆率附加相关的巴塞尔协议 III 下要求增加的额外银

行资本的保守估计值。此外，本文研究了新的最低资本要求，对 G-SIBs 的总损失吸收能力的

影响，在银行资本分配（风险转移 / 风险加权资产压缩）受到监管政策变化影响的背景下，解

决对经济净收益估值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结论。

总而言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巴塞尔协议 III 的改革应该会产生相当可观的宏观经

济边际净收益。在做出最终的校准决定时，巴塞尔委员会不再关注对总资本要求的显著提高

1	任何此类影响的证据都是混杂的，而监管仅仅是广泛推动力中的一个，参见 CGFS（2014，2016）。例

如 Dick-Nielson（2013），推测最近监管调整可能提高了美国公司债券的交易成本，而 Trebbi 和 Xiao（2016）
发现，美国的监管措施对固定收益市场的直接影响缺乏实证证据。Bao 等（2016）发现沃尔克规则对企

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降级事件发生的背景下影响债券流动性，但其余不受影响的交易商进入市场填

补部分空白。反过来，巴塞尔协议 III 的规定似乎不会影响这些行为。最后，Andersen 等（2016）认为

衍生品市场中存在充分证据的套利定价“异常”，可以追溯到所谓的 FVA 调整，这些调整旨在反映以现

金或担保品构成的融资成本，需要进入或维持无担保的衍生品头寸，这反映了金融危机后的更全面的

担保和更广泛的银行融资。他们也发现资本充足更好的银行倾向于采用更低的 FVA 收费，这表明银行

进行套利的能力越强，越能从更高的资本中获得好的效果。

2	市场流动性降低对危机成本和概率的影响取决于，非银行投资者多大程度上低估有压力的市场中清算

资产的成本（“流动性幻觉”）。随着流动性的增加，这一风险应该会下降，最终形成经济净收益（BI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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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BS，2016）。鉴于本文的结果基于保守的假设前提（即本文可能高估了相关费用），各国当

局将有足够的空间来进一步提高监管资本要求。这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足够的灵活性来激活逆

周期资本缓冲和类似的需求。

参考文献及附录请参阅原文。

Abstract: As the Basel III package nears completion, the emphasis is shifting to monitoring its 

implementation and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s. This paper presents a simple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assess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the core Basel III reforms, including the leverage ratio surcharge that is being 

considered for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G-SIBs). We use historical data for a large sample of major 

banks to generate a conservative approximation of the additional amount of capital that banks would need to raise 

to meet the new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tak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current efforts to enhance G-SIBs' 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 into account. To provide a high-level proxy for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capital allocation 

and bank business models on the estimated net benefits of regulatory reform, we simulate the effect of banks 

converging towards the "critical" average risk weights (or "density ratios") implied by the combined risk-weighted 

and leverage ratio-based capital requirements. While keeping in mind that quantifying the regulatory impact 

remains subject to cavea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Basel III can be expected to generate sizeable macroeconomic 

net benefits even after the implied changes to bank business models have been taken into account.

Key Words: Basel III; Density Ratio;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Leverage Ratio; 

Macroeconomic Impact; Risk-shi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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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监管模式选择与优化路径研究

——兼对监管沙箱模式的反思

李　敏 1

摘要：金融科技正在推动金融变革，并给金融监管带来挑战。为此，各国监管者基于本国

的实践和自身能力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监管方案，从而在促进创新的同时降低风险。按照监管

严厉程度，各国金融科技的监管模式可划分为五种类型：“自由放任”型、“个案分析”型、“试

验主义”型（包括监管沙箱）、“量体裁衣”型 和“削足适履”型。这五种类型的监管均利、

弊共存，即使备受推崇的监管沙箱也不例外。监管沙箱目前的实践范围和规模均有限，有些制

度设计只是披着监管沙箱的“外衣”，其实质与传统监管路径并无二致，且“试点”等其他“试

验主义”监管作为监管沙箱的替代路径也值得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借助监管科技，构

建与金融科技发展阶段和风险程度相匹配的递进性监管包容制度，是有效平衡金融科技创新与

风险的有效监管路径。

关键词：金融科技；监管沙箱；伞型沙箱；监管科技

一、引言

技术正在世界范围内驱动金融的变革，带来了新的机遇和风险。一方面，创新通过降低交

易和金融中介成本提高了市场效率，尤其是可以为解决原有问题提供新的方法，增进金融包容，

提高消费者决策质量，降低代理成本与合规成本（Salo 和 Haapio，2017）；另一方面，金融创

新也会带来新的风险。由于金融科技（FinTech）所独有的多样性、科技性、虚拟性、业务开放性、

风险隐蔽性等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科技风险、操作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使得金融风险更

加错综复杂（朱太辉和陈璐，2016；边卫红和单文，2017）。

FinTech 创新给监管者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促进金融创

新。监管者努力应对挑战的过程体现为重构金融监管，以适应技术驱动的金融业。其中，作

1	李敏，法学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访问学者。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和

编辑部的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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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监管创新模式的监管沙箱被英国提出之后备受推崇，同时引发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和讨

论。Douglas（2016）认为，Fintech 发展所催生的“监管沙箱”能够促使监管模式发生转变；

Knight（2016）指出，“监管沙箱”作为解决创新者对监管风险及其不确定性的潜在方法，可

以为 FinTech 企业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并使消费者得到切实保护。我国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监管沙箱制度的介绍、比较分析以及如何借鉴方面。徐文德和殷文哲（2016）、叶文辉（2016）

分别在分析“监管沙箱”主要内容及运作机制基础上，提出了“监管沙箱”对我国互联网金融

监管的借鉴意义；殷航和吴烨（2016）介绍了英国“监管沙箱”的测试目的、审核标准和测试

要求等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黄震和蒋松成（2017）、边卫红和单文（2017）

以及张景智（2017）分别对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监管沙箱做了比

较研究分析；胡滨和杨楷（2017）认为，监管沙箱是中国转变金融科技监管理念的有益借鉴，

可以弥补现有金融监管机制的不足；李仁真和申晨（2017）重点梳理了英美等金融发达国家和

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有关 Fintech 监管的创新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金融监管

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总体上看，目前的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的是监管沙箱及其功效，缺乏在整体意义上对各国应

对 FinTech 风险的监管路径的宏观、分类分析。这不利于为监管者提供有效的路径选择，探索

适合本国具体国情的监管框架。鉴此，本文在梳理总结各国监管者应对 FinTech 创新各种监管

路径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各路径的特点和效果，进而探讨如何更好地监管 FinTech。

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金融科技引发监管困境的分析，即如何平衡金融创新与

风险；第三部分总结梳理了各国金融科技监管现有模式并对其利、弊进行分析；第四部分重点

对监管沙箱的实践效果、制度设计以及替代路径进行了阐述，反思其在平衡金融创新与风险中

的功效；第五部分是笔者对 FinTech 监管包容路径的一些思考。

二、金融科技引发的监管困境

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 150 年前。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二者相互推

动（Arner，Barberis 和 Buckley，2017）。今天，在技术商业化、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人工

智能的驱动下，金融科技变革的速度更是突飞猛进。从分散的储蓄银行到证券交易所，从资产

证券化到高频交易，金融创新日新月异（Chiu，2016），推动了金融科技（FinTech）的崛起。

FinTech 被用于描述那些可以变革金融服务业的各种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IOSCO，2017）1。通

1	创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加密技术、移动接入和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机器学习、分布式记

账技术（DLT）等；创新商业模式则是创新技术在金融服务业中的应用，即通过互联网提供自动化的金

融产品或服务，拓展了传统金融服务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范围。比如股权众筹平台进行股权配售，P2P
网贷平台撮合借贷双方或提供贷款，智能投顾提供自动化的投资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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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数据、云计算、分布式账簿技术等的应用，FinTech 可以促进金融机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降低风险集中度，进而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

但与此同时，金融科技给监管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促进金

融创新就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Fintech 没有改变金融业务的风险属性，且其开放性、互

联互通性、科技含量高的特征，使得金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科技风险和操作风险问题也变得

更为突出，潜在的系统性、周期性风险更加复杂（朱太辉和陈璐，2016）。相对而言，自金融

危机以来的监管改革，仍以传统的金融服务业样态为基础，并没有考虑到 FinTech 引发的各方

面巨大变化及风险（Magnuson，2017），从而使得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捉襟见肘。具体来说，

FinTech 企业在初创阶段或在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之前，其创新产品或服务可能无法纳入既有

的监管框架，法律也就无法为这些产品和服务提供相应保护。换句话说，此类商品和服务不能

或者不完全适用于现有的监管保护条款。而 FinTech 企业会认为，正是由于自身产品和服务具

有史无前例的特性，因此不适用于现存法规；甚至会认为，破坏式创新产品和服务本身就为消

费者提供了更适宜的保护，既有的监管法规于保护公众无益（Edelman 和 Geradin，2015）。在

此情形下，如果要求新设的 FinTech 企业完全遵从监管法律法规，企业可能会因为高昂的合规

成本而放弃创新；但若完全免除对其的合规要求，则不免又陷入“双重标准”的执法困境及创

新风险无法防控的尴尬境地（李敏，2017）。

目前，各国监管者都在努力应对前述挑战。实际上，各国所遵循的监管路径都在一定程度

上彰显了各国监管者对 FinTech 发展的包容，只是包容的程度有所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

映出了不同的监管者在平衡金融创新与风险时侧重点的不同：若监管者期待金融创新推动经济

增长，那么监管就会倾向于采取诸如有限许可、豁免或监管沙箱等措施，使得创新在风险相对

可控的环境中进行，甚至专门针对金融科技量体裁衣立法；但若监管者属于风险厌恶型，那么

其监管路径则会偏向于对 FinTech 单独立法，甚至将金融科技纳入既有监管体系，适用与传统

金融机构相同的严格监管标准。

三、金融科技监管路径与监管沙箱模式

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是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全球金融创新

的热点，正成为未来金融业竞争的重要领域。为适应这一趋势，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制定

支持金融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建立促进金融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营

造兼顾创新与风险防范的良好监管环境（胡滨和杨楷，2017）。从 2014 年开始，监管者设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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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部门来构建其与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交流机制1。监管包容是世界各国监管者对待金融创新的

普遍态度，但对于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包容，包容到何种程度而不至于加剧风险等问题，并

未形成统一标准。

（一）各国金融科技监管的路径选择

综观各国监管者在探索鼓励创新与控制风险之间的平衡之路，可以按照监管严厉程度将其

划分为五种类型，即“放任自由”型、 “个案分析”型；“试验主义”型 、“量体裁衣”型和“削

足适履”型。其中，“试验主义”型监管以监管沙箱为典型代表。自 2015 年英国 FCA 提出这

一支持创新的监管制度以来，即刻风靡全球，引发各国效仿及关注。

1. “放任自由”型监管

“放任自由”型监管是指不对 FinTech 进行监管。比如在我国 FinTech 的发展初期，由于对

其业务属性和风险轮廓均不明晰，制定成熟的监管规则和实施规范监管存在一定困难（朱太辉

和陈璐，2016），所以在 2015 年之前对互联网金融监管采取了“先发展后规范”的思路，一定

程度上被视为包容型监管的典型（Zhou, Arner 和 Buckley，2016）。但 e 租宝等事件对投资者

权益带来的损害，暴露了这种监管思路的弊端。伴随创新而来的风险，使我国监管当局不得不

审慎行事。

2. “个案分析”型监管

在传统的放任自由与构建全新的监管框架之间，监管者可以采取个性化的监管措施，被监

管者亦可以从此种基于“个案分析”而采取的监管路径中受益，即要么获得监管包容（如美国

的无强制行动函），要么获得有限许可或特许（如 OCC 针对银行的监管措施）。若根据既有监

管法律法规，FinTech 企业的行为未被纳入特定规则的监管范围，而且这些规则在特定情形或

特定背景下也没有适用的必要或者无法适用，那么就可以采取有条件的无强制行动函或有限许

可。其前提条件是：不适用特定规则并不会损害其背后的监管原则。通过无强制行动函、有限

许可和特许而实现的监管包容后果是：在宽泛的监管框架下给予创新部分豁免或特许（Partial 

1	比如，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在 2014 年设立了“创新中心”，旨

在为支持和有效监管专家团队提供帮助，助益那些声称自己的创新可以便利个人或企业消费者的金融

科技企业。此外，创新中心被赋予了探索监管如何适应发展以及进行投资者保护的使命。为了履行职

责，FCA 通过监管程序引导那些具有新模式或提供新金融产品的初创公司或已成立的公司，同时探索

新的方法来制定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有效监管规则（Chris Brummer,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Securities 
Regulation, Fordham Law Review, Vol.84, p.1047-1048.）。澳大利亚于 2015 年设立创新中心（Innovation 
Hub），以帮助 FinTech 企业适应澳大利亚的监管体系，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申请适用澳大利亚

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关于许可程序和关键监管问题的非正式指引（Information Hub, http://asic.gov.au/for-
business/your-business/innovation-hub/）。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Comptroller of Currency，OCC）的

创新办公室是联络、回应询问和需求，扩展服务和提供技术协助的机构，负责监管金融服务创新并

于国内外监管者展开合作（Recommendations and Decisions for Implementing a Responsible Innovation 
Framework,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Oct. 2016）。中国的监管者通过全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National Internet Finance Association, NIFA）对监管政策的指引和监督执行，来与 FinTech 部门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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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tion of Dispensation）。需要注意的是，监管者通过无强制行动函或有限许可来实现监管

包容的程度，依赖于自身的法律授权。尽管各国的监管者都有不同形式的自由裁量权，但通常

一国的法律框架决定了监管者在做出豁免决定前是否需要立法事先授权。

在个案分析基础上做出部分豁免决定的前提是，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存在充分的沟通交

流。其目的在于，为监管者提供获取被监管对象高质量信息的有效途径，使得监管者能与不断

变化的创新市场相联系，并据以调整个性化的配套监管措施和政策。个案分析的灵活监管和特

许，凸显了核心监管者的比较优势；但其也存在局限，即标准化、规模化和准确性问题。首先，

由于监管决定是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因此每个申请都需要进行深度分析，并没有统一

的标准化路径。这使得 FinTech 企业从一开始就发现自己并不在既有的监管法律法规约束范围

内，需要监管者特别对待，且会增加创新企业运营的成本，增加了创业者的融资难度，也很难

保证被监管者被平等对待。其次，尽管小型或高度专业化的 FinTech 的生态环境适合这种定制

化的模式，但是随着豁免情形的不断变化以及需考量因素的增加，需要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的

同步匹配，势必会推高监管及合规成本。最后，个案评估难免出现错误，这将扭曲竞争并导致

次优的金融服务，或者被许可的金融产品最终对消费者甚至整个金融系统造成危害。这不仅有

损监管者的声誉，而且可能引发监管责任。若法官认为无强制行动函、有限许可、特许或其他

包容性监管措施违反了强制性法律，那么缺乏法律支持的监管行为恐怕就会被认定为过失。这

种担责风险将带来次优的监管包容实践。

3. “量体裁衣”型监管

“量体裁衣”型监管是指采取正式的方法，改变既有的监管规则或者制定新的监管规则来

适用于创新主体或行为。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调查：“尽管多数金融科技行为可以纳

入现有的监管框架，但依然有大部分国家（26 个被调查对象中有 20 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

制定有重大变革性的监管措施来回应 FinTech 创新”（FSB，2017）。

目前，上述监管路径主要适用于新型替代性金融创新，比如股权众筹和 P2P 网贷（Ibrahim，

2015；Pesok，2014；Hazen，2012）。尤其是 JOBS 法案以及 SEC 的众筹监管规则，可称之

为放松既有监管框架的典型代表（Parsont，2014；Bradford，2012）。建立新的监管框架来应

对 FinTech 风险的还包括支付清算领域。最典型的代表是欧盟新的支付监管框架（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2，2015）。PSD2 致力于消除信用机构和银行对于客户账户信息和支付

服务的垄断。PSD2 使得银行客户可以通过第三方服务商来管理自己的资产。银行必须允许第

三方服务商通过开放的应用程序界面（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s，APIs）来获得客户的账

户信息，从而使第三方服务商可以利用银行数据和基础设施来提供金融服务。比如以账户信息

服务提供商（Account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AISP）的身份使用银行客户的账户信息，

或者以支付服务提供商（Payment Initiation Service Provider，PISP）的身份来为客户提供支付

或 P2P 转账服务。前述第三方服务商包括电信公司、社交媒体和购物平台等。PSD2 旨在彻底

改变支付系统的价值链、盈利模式和客户预期。PSD2 并非在既有监管框架上的小修小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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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技术来变革整个金融产业。

4. “削足适履”型监管

“削足适履”型监管要求 Fintech 遵循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这通常会带来严格的约束。它

以遏制创新的代价来控制风险，但却是目前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方法。这种一管到底的极端

化思路暴露了对 Fintech 监管时机选择的困难——对金融创新应尽早干预，还是先允许其发展

然后在必要时再监管？过早的监管会扼杀或者扭曲技术发展，太晚又会引发监管空白带来的无

序及风险（Vermeulen、Fenwick 和 Kaal，2016）。
综上所述，从“放任自由”型监管到“削足适履”型监管，监管的严厉程度呈现出递进的态势。

“放任自由”型监管和“削足适履”型监管两者处于传统监管路径的两端，其他的监管模式则

介于这两者之间。总体上看，“无为而治”型的被动监管终将以金融风险失控为代价，而“削

足适履”型监管则以抑制创新活力为代价。“量体裁衣”型最能体现监管者对于金融科技所引

发风险的高效回应力，但这种“另起炉灶”的监管路径不仅需要监管专业能力和资源的匹配，

更有赖于监管者在对被监管者深刻了解基础上对创新风险的识别。因此，这就使得“个案分析”

型监管和“试验主义”型监管有了发挥价值的空间。基于“个案分析”型监管路径下，监管者

可以采取无强制行动函、有限许可、特许或其他包容性监管措施，从而为监管者提供了解市场

的良机。监管者可以据此了解创新企业、理解其商业模式，并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更有效的监管。

然而，这些都是临时性的监管手段，其个案分析的本质会制约其应用于更广泛的 FinTech 市场；

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长期的法律确定性；同时也无法成为国际标准化的监管工具。这些弊端将

促使监管试验迈向更加有组织化的监管路径——监管沙箱。

（二）组织化的“试验主义”监管：监管沙箱

在金融领域，监管沙箱可理解为向 FinTech 企业测试创新产品提供的监督管理机制和政策

环境。使用监管沙箱的公司可以测试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而不需要担心因此带来的监管后果。

相应地，监管者会要求申请测试者采取适当的消费者保护措施。监管沙箱致力于促进金融市场

中的创新竞争。进入沙箱测试的标准统一并公开，因此需要申请者预先阐述其真正的价值。截

至 2017 年 8 月 1 日，全球范围内已有 14 个国家（或地区）开始实施监管沙箱，还有两个国家

已经宣布即将实施（Zetzsche 等，2017）。尽管各国实施监管沙箱过程中所采用的定义、特征

以及实际重要性存在差异，但是依然存在着共性。比如，监管者实施监管沙箱的目标总体上可

以概括为：支持创新；促进市场发展和竞争；推动经济增长。当然具体的目标则因国而异。此

外，监管沙箱的实施条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具体阐述如下：

1. 准入测试

监管者会设置准入标准，以判定创新企业是否可以进入监管沙箱测试。主要标准包括： 
（1）特定的科技、服务或行为是否为沙箱测试的适格对象。根据 FCA 制定的监管沙箱规

则（FCA，2015），为了进入沙箱测试，申请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支持金融服务业；提供真

正的创新，比如为解决既有的问题提供新的方案；使消费者受益。而就风险管控而言，监管沙

箱规则要求监管者关注创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是否在以下方面有提升：市场稳定性；市场透明

度；客户、消费者、交易对手方及金融体系的保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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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层面，监管者需要评估特定的科技、服务或行为是否有进入沙箱测试的必要，或

者其是否可以被纳入现有的法律法规予以监管。当监管者判定技术驱动的金融服务面临不必要

的监管成本时，会允许申请者进入沙箱测试。

（3）监管者要求申请者有进入沙箱测试的充分准备，具体要求包括：创新方案已经进入发

展阶段（而不是筹划阶段）；知晓其受到的监管法律法规；有适当的风险管理。

2. 测试范围

当申请者被许可参加沙箱测试后，测试的范围就成了需要关注的问题。各国的沙箱测试范

围存在很大差异。

（1）领域限制：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芬兰未对沙箱的测试范围进行限

定；瑞士和香港只允许持牌金融机构进行沙箱测试（其与 FinTech 企业有无合作均可）；泰国

则将沙箱的测试对象限制在两家金融服务业监管机构所辖范围：泰国银行所监管的银行业和泰

国 SEC 所监管的证券和投资部门。

（2）各国通常对参与沙箱测试的消费者设定限制。除了澳大利亚实施集体豁免外，参与测

试的消费者范围设定，完全交由监管者自由裁量。比如，香港推出的监管沙箱仅限（金融）服

务所指向的“员工成员或特定消费者群体”，新加坡则允许申请者自主选择消费者类型。同时，

所有的监管者保留了进一步施加限制的权力。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是监管沙箱

的运作基础。具体而言，若客户是成熟的投资者，具备理解自身投资行为承受风险的能力，则

FinTech 企业向其提供服务时仅需披露自己准监管的地位即可；但如果 FinTech 企业向零售客

户提供服务，则必须接受更高水平的监管。英国的 FCA 尤其强调被测试的消费者需要与测试

产品及其风险相匹配。

（3）监管沙箱测试期限是有限的。比如英国是六个月，澳大利亚、泰国和马来西亚是 12个月，

加拿大是 24 个月。总体上，到期之后可以申请延期。也有的国家是从规模角度而不是测试时

间的角度来进行约束。如瑞士的监管沙箱计划并不设定时间限制，而是要求 FinTech 企业获得

的公众资金低于 100 万瑞士法郎，在这个规模内不会对企业有牌照要求；如果这个金额在 100
万到 1 亿瑞士法郎之间，FinTech 企业则需要获得有限许可，监管成本相对较低。

3. 豁免的强制条款

大多数监管沙箱规则均不明确会免除哪些强制性规则，但有些监管者会披露沙箱测试的

最低合规标准，如新加坡就设置了弹性许可费、申请者资本金要求、领导层标准、信用评级和

相对规模，以及组织内部关于财务稳健、风险管理和外包的监管标准。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各

国均进行严格限制：客户信息保密；管理层的适格性（尤其是忠诚和正直）；客户资金和资产

的第三方存管；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措施。加拿大的监管沙箱规则依据比例原则，放松了如下

监管要求：财务报表审计要求；了解客户的要求；适当性要求；争议解决要求；特定信息披

露和报告要求；发布和扩散招股说明书（prospectus）的要求。英国 FCA 则明确自己仅有豁免

FinTech 灵活适用本国监管政策的权限，而对于欧盟法律的解释和执行，则没有商量的余地。

4. 终止测试

就监管机构而言，终止监管沙箱测试的原因通常有三：风险超过收益；未遵循监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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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要求；测试目的不能实现。第一个原因与监管沙箱的目标一致，监管者的初衷是金融创新

的收益超过风险，既然沙箱测试无法满足此诉求，自然就应终止测试。第二个原因则基于监管

风险可能源于 FinTech 企业自身的行为，因此当企业出现违规时，就应重新考量是否准许其继

续测试。就第三个原因而言，如果监管者认为测试并不能促进创新，那么也应终止测试。就企

业而言，其有权通过终止经营或者接受监管的方式放弃沙箱测试。

从金融体系内部收益分析，监管沙箱确实是平衡创新与风险的有效监管手段。监管者通过

颁发有限的授权，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为初创企业提供创新的机会；监管沙箱在创新的测试过

程中嵌入了监管者的审核、监督、评估以及对消费者保护的要求，这既可以使创新通过较大限

度内的测试得到检验，又能够有效降低潜在风险的扩散（胡滨和杨楷，2017）。另外，有立法

背书的官方沙箱试验，还可以降低监管者违反职责而被诉诸法庭的风险，因此沙箱有利于监管

者更好地实现监管包容，使其能以社会的收益和成本作为是否准许 FinTech 企业测试的前提，

而非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来进行决策。最后，监管沙箱真正的价值在于其本质，即在创新主体

和监管者互相充分沟通、了解的基础上促进创新。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监管者在实

践经验中累积的专业能力。若监管者缺乏相应金融服务领域的经验，那么其将不能准确预见采

取监管沙箱所带来的风险。他们要么承诺对 FinTech 宽容对待，但最终会因无法承受创新带来

的风险而不得不强化监管，要么“无为而治”，纵容风险不断累积。

当然，监管沙箱也并非应对 FinTech 风险的万能良方。首先，从风险角度来看，在沙箱中

进行测试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全面监管，给消费者和整个金融系统带来风险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其次，缺乏标准化和透明度。缺乏标准化使得FinTech企业对于监管确定性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

这种不确定性对其合规经营、扩大客户群及估值融资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缺乏透明度

则涉及已受监管主体与未受监管主体是否均遵循了同等标准，从而使二者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进而避免监管者之间出现朝底竞争。其实，在设计监管沙箱制度时，保持已受监管主体和

未受监管主体在公平环境中（level playing field）竞争是核心命题；否则银行、保险公司和资

产管理公司将出现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创新的短缺。监管者必须平衡鼓励创新、保护消费

者及金融系统稳定之间的关系。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机构也应获得鼓励创新的支持，从而使其

能发挥自身在数据积累、专业技能和经验方面的优势。

四、监管沙箱模式的实施效果和潜在问题

实施监管沙箱，表明监管者对创新持友好型态度。基于这种友好态度的预期，金融创新企

业家和传统金融机构，或许会将其创新转移至实施监管沙箱的地区，最终促进创新繁荣发展。

监管沙箱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展开竞争的有力工具，从而也促使那些尚未实施沙箱的监管主

体，发布或者审查其金融包容政策。但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并有效控制风险这一监管困境，并不

能在随波逐流地跟随监管沙箱的浪潮中自动实现，而是需要冷静分析和审慎对待这一监管模式

创新。毕竟监管沙箱并未受到所有监管者的青睐。事实上，OCC 和 SEC，德国的金融服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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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BaFin）1 和卢森堡金融监管委员会（CSSF）等，都拒绝采用监管沙箱。它们更倾向于通

过试验和试点来实现监管包容。因此，深入了解监管沙箱的实践运行情况、具体结构设计和其

他替代路径，更有助于探索监管沙箱是否为最佳监管模型。

（一）现实反馈：反观监管沙箱的实效

目前，只有部分监管者披露了相应的测试数据。根据英国 FCA 的披露，截至 2016 年 7

月，共有 69 家企业申请第一批测试，其中 24 家获批，最终有 18 家于同年 11 月开始第一批

FinTech 测试。第二批测试，FCA 审查了 77 家申请，其中只有 31 家符合测试标准，最终有

24 家于 2017 年 5 月开始测试。尽管监管沙箱进入的标准和流程是透明的，但是其操作仍然依

赖人工执行。英国 FCA 主导的监管沙箱，第一、二批的测试主体分别是 18 家和 24 家，相较

于 5.6 万家有牌照的市场参与主体，目前进入沙箱测试的企业规模其实并不大。根据香港 2017

年 2 月的披露，由 5 家银行提出的共计 9 个 FinTech 创新方案已经进入监管沙箱测试；同时，

FinTech 创新中心开始运营，已经有超过 10 家银行和储值机构（Stored Value Facilities，SVF）

获得进入许可（HKMA，2017）。截至 2017 年 4 月，这一数据增长至 14 家。

根据 FCA 最近发布的关于《监管沙箱实践经验报告》，在监管沙箱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FinTech 企业与传统银行的融合问题；创新企业测试中客户基础依然薄弱；FinTech 企业获取并

安全利用客户数据方面存在局限。此外，由于其运行模式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监管者在评价

FinTech 企业是否达到授权标准时也存在困难（FCA，2017）。这或许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监

管沙箱在范围和规模上十分有限的原因。此外，其他可能原因还包括：监管者对于进入沙箱测

试的每一个企业背负着很大的声誉风险或其他风险，因此在授权企业进入沙箱测试时非常谨慎；

一些试验或试点的监管替代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监管沙箱的功能；只有少量企业属于想要

获取沙箱测试的真正创新；监管沙箱或许对那些已经获得种子投资（seed financing）并计划快

速发展的企业价值并不大，因为监管沙箱在规模、行为和测试期间等方面存在限制，而前述快

速发展的企业很快就会超越监管沙箱的范围。因此，这些企业宁愿申请有限许可或者豁免命令。

尤其是有限许可，可以给受监管主体提供更持久的法律确定性和相对较少的限制。有限的监管

沙箱测试范围和规模，或许很难促进有意义的创新，这与全球范围内对监管沙箱的热捧形成了

强烈反差。

1	德国对引入监管沙箱持保守态度，主要原因包括：（1）监管者的权限与职责限制。德国金融服务监管局

（Bafin）没有被授予对金融创新企业放宽要求或采取个别特殊措施的法律权限；而且从传统上看，促进

创新的职责属于研发中心，而并非 BaFin。（2）严格监管——牌照制度，是德国的商业区位优势之一；

金融科技行业代表出于信誉考量，对监管沙箱持批评和排斥态度。目前，德国所有金融科技公司均需

遵循金融监管法律规定的严格监管要求，创新性的商业模式只有在获得 BaFin 或欧洲中央银行的牌照后

才能够投放市场，尤其是涉及银行服务、金融服务、支付服务、投资资产管理或发行电子货币的商业

模式。而前述经营牌照的获得依赖于非常高的准入门槛：注册资本要求、建立风险体系、证明管理人

员的专业资质和道德素质和装载 IT 安全系统等。因为“监管沙箱”放宽要求可能影响企业信誉，进而

不利于吸引客户，即便是暂时不能满足监管要求的初创企业，也希望通过与有牌照的合作伙伴进行合

作来实现其创意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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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缺陷：披着沙箱外衣的传统监管

根据澳大利亚的监管规定（ASIC Corporations Instrument，2016），若满足特定条件，则授

予 FinTech 测试的集体豁免（class waivers）。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 ASIC）通过测试范围的限制，来约束自己监管之手的扩张，也意

在提高监管的确定性。具体来说，测试企业不能向超过 100 个零售客户（retail clients）提供服

务或产品，但对于批发客户（wholesale clients）的数量则不做限制。测试期限为 12 个月，总

客户人数不得超过 500 万人。测试企业必须有充分的损失赔偿计划和争议解决方案，并且需要

符合预定的披露和行为要求。

ASIC 将测试范围限定在提供投资建议、金融产品交易或分配等。其中，集体豁免不适用

于 FinTech 企业开发的产品、向消费者提供贷款或者资产管理项目（包括市场交易平台），只

可以适用于以下符合条件的产品：储蓄产品，金额不超过 1 万澳元；由授权的储蓄机构发行的

支付产品，金额不超过 1 万澳元；普通保险，个人财产和房屋保险，被保险标的不超过 5 万澳元；

针对上市的澳大利亚证券或项目的短期投资，金额不超过 1 万澳元；（5）特定消费者信用合同，

借款额介于 2001 澳元至 2.5 万澳元之间。

尽管其集体豁免确实带来了监管的确定性，但是仍然存在着现实问题，即提供的试验空间

有限。任何成功经营的 FinTech 企业，都会很快超过前述限制。对此，ASIC 是应设置额外的

监管沙箱，还是在个案评估的基础上对超过标准的豁免者授予有限许可，从而保持集体豁免促

进竞争的效果？其实，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集体豁免与监管沙箱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授予豁免权

之前，ASIC 并不需要与创新企业互动，因为豁免权源于法律事先的明确规定，而不是企业申请；

同时，也意味着创新并非先决条件，因为满足条件时，无须事先沟通直接适用豁免。虽然这避

免了外界质疑监管者评估商业模式创新性的能力，但却是以牺牲监管沙箱通过促进监管主体和

监管受体之间有效沟通和相互了解，进一步推动风险可控的金融创新这一核心功能为代价的。

因此，集体豁免仍然是传统的监管路径，只是披上了体现对 FinTech 企业友好型监管的外衣——

监管沙箱。在这种情况下，或许监管者看重的是沙箱之名的表征效果，而非沙箱之实的有益价值。

（三）替代路径：其他试验主义监管

Chris Brummer 教授提出了“监管试验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由于自律监管的固有局

限 1，监管者不仅可以进行与市场规则本质相关的创新，而且可以进行监管策略创新。在这种

模式下，监管者将参与决策制定过程，同时授予市场监管权。因此，决策制定将在更宽广的时

间视域中进行，从而使得前瞻性、灵活性且具有适应性的规则制定能够适应微观结构瞬息万

变的金融市场。这种方法能够通过试验创造出更有效且量身定做的规则来应对新的监管挑战

1	Chris Brummer认为，监管者不能完全依赖私有部门来制定规则或合规。市场主体致力于追求利润最大化，

并且受制于自身情形仅依据有限的知识而行动。另外，他们不掌握囊括竞争对手行为在内的体系化信息，

因而无法考虑（或者忽视）自身行为后果对整个金融市场稳健运行的影响。所以，合规技术和市场实

践并非最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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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mmer，2015）。监管沙箱所体现出的实践理性，契合前述理念，可以被视为“监管试验主义”

的实现路径。而在实践中，监管试验主义还可以采取监管沙箱以外的其他方式，比如试验和试

点，以及伞型沙箱等。

1. 试验和试点

试验和试点对于持牌金融机构而言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其可以通过前述路径来试验新技术

和商业模式而免于提交监管审批。试验是指有选择性地对新的监管方法进行试验，从而测试或

探索潜在的监管规则或改革（Brummer，2015）。这种方法便于多层次的决策制定，监管方法

并非通过一次性的试验而被写进法律，而（试验）数据本身也有助于了解监管决策并且进一步

推动利益相关者的评价。这为积极的信息反馈创造了机会，从而为更佳决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但试验是一次性行为，是否继续取决于前期试验结果，而这一结果则通常是不确定的。试点则

是有组织化的试验，主要基于资本已经投入商业经营，只是用于决策的部分数据匮乏，因此需

要通过试点来获得。试点有利于促成将金融市场合规和监管从微观层面的试验转变为具有系统

广度的视域（Brummer，2015）。我国的改革进程通常是在“试点”基础上，出台不同的新规。

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谨慎地开放市场，同时也制定了支持这一进程的新规则；若运行成功，则

将其“移植”到其他地区。

从单个试验项目到局部试点，再到全国范围内的监管沙箱，其中所蕴含的适用范围广度、

组织化程度、创新支持力度以及风险管控程度呈现递增化。所以，试验和试点一定程度上可以

为已经实施监管沙箱但想要给予创新企业多元化监管包容措施的国家所用。当然，试验和试点

也可以作为未能实施监管沙箱国家体现监管包容的替代路径。

2. 虚拟沙箱和伞型沙箱

在监管沙箱之外，推动行业沙箱（Industry Sandbox）的建立不仅可以减轻监管者实施沙

箱试验鼓励创新的负担，而且可以发挥行业主体自身的专业优势。毕竟，行业专家相较于监管

者更了解本行业的具体情况（FCA，2017）。事实上，FCA 已在 2015 年推出监管沙箱时就提出

了实施行业沙箱的设想。监管者可以直接参与行业沙箱的实施过程来了解金融服务企业的科技

创新和未来趋势，同时尽早发现科技创新引发的监管问题并予以应对。行业沙箱的实现路径分

为两种：完全由行业主导实施的虚拟沙箱（Virtual Sandbox）和 FCA 授权并监管行业实施的伞

型沙箱（Sandbox Umbrella）。

虚拟沙箱是由行业自发建立的以云计算为基础的一种解决方案，即企业在不进入真实环

境的情况下，利用公共数据、其他公司通过虚拟沙箱提供的数据，来进行测试（FCA，2015）。

由于无需 FCA 授权，所以理论上所有的创新者都可以进行虚拟沙箱测试。因为是虚拟测试，

所以不存在消费者利益受损的风险，也不会对金融系统造成任何伤害；而且 FCA 可以在不违

背法律的情况下提供相关数据支持。此外，FCA 也鼓励 FinTech 行业建立一家非营利性公司，

进行伞型沙箱试验。未取得 FCA 授权的企业，可以在该伞型公司的保护下，作为指定代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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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金融服务。但该伞型公司需要得到 FCA 的相应有限授权并接受监管（FCA，2015）。因此，

虚拟沙箱可以纯粹视为行业自主鼓励科技创新之举，而伞型沙箱则类似于获得 FCA 授权的自

律监管。

伞型沙箱可以面向已受监管和未受监管的主体开放。已受监管主体（通常为持牌金融机

构）可以在其中开发、测试新服务，或者测试其获得的、由未受监管的 FinTech 企业所提供的

服务。后者为那些不能在已受监管主体内部发展，但可由 FinTech 企业开发的产品或服务提供

测试环境。换句话说，伞型沙箱为已受监管主体测试合规和风险管理提供了空间，从而有利于

产生更多的监管科技方案（即 RegTech，包括自动化合规，风险管理，反洗钱和客户适当性审查）。

若不实施伞型沙箱，则会抑制类似的创新机会，因为没有哪个金融机构会将关键风险管理及合

规功能外包给低资本金且不受监管的主体。

相较于监管沙箱，伞型沙箱可以使 FinTech 企业在真实的环境中向更多的客户提供服务，

并且拥有更好的消费者保护措施。那些想要参与真实环境运营的FinTech企业，无需再申请牌照，

而是使用伞型沙箱的许可，依据伞型沙箱运营者提供的专业技术进行尽调；而拟测试创新产品

或服务的受监管机构，则不用进入自己的客户数据库和系统，而是在伞型沙箱这个封闭的环境

中，利用源于监管元数据的模拟数据，在 FinTech 程序中进行测试。伞型沙箱的高度合规和风

控为在其中测试的主体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信心。如果 FinTech 企业在具备广泛客户基础后申

请运营牌照时，与监管者建立密切联系有利于加速许可程序。

然而，伞型沙箱本身也存在着一些未解难题，因此其实践效果还有待检验。具体包括：（1）

判断创新的责任问题并没有在伞型沙箱中消失，只是将决定授权哪些创新进行测试的责任从监

管者转移至了伞型沙箱的运营者。（2）存在监管的复杂性：建立伞型沙箱需要资本及相应的组

织功能机构，责任和风险敞口必须审慎设计和妥善应对；伞型沙箱的持续发展需要专家的支持，

但是并不确定这些专家是否愿意无偿参与，或者由于利益冲突或责任风险，其根本不愿参加。（3）

若存在众多主体想要进入伞型沙箱测试，可能带来相应的资金成本高昂和持续管理困难。（4）

市场从伞型沙箱中获益的程度有限。伞型沙箱可能会偏爱有特定基础的金融创新，但其实对于

缺乏前述基础的新商业模式或许才是更具潜力的支持对象，至少应当获得进入测试的权限。另

外，如果伞型沙箱威胁到了既有持牌机构的利益，那么将无法获得后者支持。而缺乏既有持牌

机构的支持，伞型沙箱的运营很可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些困难表明，从长远来看，设

立公共的伞型沙箱或无法有效运作。相比之下，私人主体的孵化器则可以更好地扮演支持创新

的角色，比如英国的 Level 39 孵化器和美国硅谷的独角兽孵化器。

综上所述，没有任何一个监管者垄断 FinTech 监管的最佳框架，监管沙箱也并非最优选择。

这从监管沙箱实际运行状况就可见一斑。另外，仔细审视各国监管沙箱具体的制度设计也能发

现，有的仅仅是披着沙箱外衣的传统监管路径，如澳大利亚 FinTech 测试的集体豁免。在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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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或许监管者试图通过沙箱表达对创新的友好型态度，已经超过了对监管沙箱核心功能的

诉求。最后，监管沙箱只是监管试验主义的一种方式，其他组织化的试验方法（试验、试点和

伞型沙箱等）同样也是应对 FinTech 风险的有效路径。

五、金融科技的递进性监管包容路径

监管者目前使用的各种监管路径所体现出的弹性和张力，再现了监管者不断调整其监管方

法以促进 FinTech 发展并适应其风险的过程。这一互动过程增加了监管者对 FinTech 企业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对其商业模式的理解，促使监管者越来越敞开怀抱来迎接创新竞争。监管

试验主义所体现的监管包容是 FinTech 监管的未来发展趋势。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监管科技

也是有效应对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措施。最后，各种监管路径利、弊并存，监管沙箱也并非解

决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管控这一监管难题的万能良方。尽管单个监管路径均不能发展成为有效

应对 FinTech 风险的监管机制，但或许它们可以形成合力，构建一个与 FinTech 发展阶段和风

险程度相匹配的、有层级的递进性监管包容路径。

（一）监管基础：以了解为基础的监管包容

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以从严监管为导向。当前，FinTech 的快速发展及其引发的风

险，迫使监管者重新审视如何在保护消费者的前提下降低金融合规成本，以及如何在促进金融

科技创新的同时合理控制其引发的风险。与传统的大型持牌金融机构相比，大多数 FinTech 创

新主体的监管博弈能力微弱。这为监管者参与后续改革进程提供了契机。在 FinTech 领域，一

些 FinTech 企业采取破坏式创新战略，另一些则转而协助持牌金融机构更好地适应数字化革命。

这两种路径对于整个金融生态系统都是有益的，因此，监管包容是理性监管者的必然选择。事

实上，无论是放任自由还是单独立法的积极回应，无论是基于个案分析的豁免或特许还是逐步

推进的监管试验主义路径，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各国监管者对 FinTech 发展的包容，只是包

容的程度有所差异。

另外，在多变、复杂且破坏式创新频发的时代，确定监管对象、监管时机和监管形式并非

易事。监管者可能会发现，自己已陷入了缺乏充足事实的盲目监管或者无所作为的消极监管困

境（Vermeulen，Fenwick 和 Kaal，2016）。大多情况下，即使监管者认识到现有严格的监管制

度不利于金融创新促进有效竞争和使市场获益的功能发挥，想通过监管包容来支持创新，但其

也不确定哪些规定需要做出修订，哪些是真正需要鼓励的创新。此时，监管者可能会以“技术

中立”的监管原则为由，避免陷入评判技术创新或新商业模式影响后果的漩涡，从而也就丧失

了解技术创新给金融业带来的真正后果，以及如何有效控制其中所蕴含的风险的机会。因此，

转向监管试验的方法，对于像金融市场这种具有持续不断变化特征的领域是必要的（Arner，

Barberis 和 Buckley，2017）：创新者需要监管的支持和有效监管，以更好地践行创新；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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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需要借助创新者了解创新，实现监管包容。

（二）监管方法：不可忽视的监管科技

科技带来的不仅是对监管 FinTech 企业的挑战，更有对金融监管日益突出的促进作用，推

动技术驱动型监管的发展（杨东，2016）。FinTech 的发展催生了对监管科技（RegTech）的需

求（IIF，2016）。RegTech 是“监管（regulatory）”和“科技（technology）”两个词的缩写（Ernst 

and Young，2016），是指将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运用在监管、监控、报告以及合规的场景中

（Arner，2017）。

RegTech 能够分析、执行监管法规，提取、分析和存储数据，监督员工和客户行为。例如

为压力测试提供信息，集成风险信息，执行“充分了解客户”规则，监管交易主体等，从而降

低银行的合规成本（如法定报告、反洗钱和欺诈措施、用户风险等法律需求产生的费用）。当

金融机构更大范围、更大程度地采用 RegTech，实现合规行为高度自动化时，对于自动活动进

行人为的监管是完全不实际的，因此，传统的人为监管模式向自动化监管模式转变是不可避免

的（McGuire，2016）。否则，就会产生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更高级的监管套利，甚至更严重

的系统性风险（孙国峰，2017）。事实上，技术进步为监管带来了契机。RegTech 为监管者进

行实时动态监管，及时发现风险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最终提高监管效率创造了机会。一方面，

监管机构可以利用 RegTech 提取和分析他们自己数据库中的数据；另一方面，RegTech 可以被

用来自动监控企业是否合规，如将区块链技术支撑的“智能合约”应用于监管合规，以进行实

时报警和提供自动化的合规报告。

（三）监管路径：递进性的监管包容路径

即使 RegTech 可以助力 FinTech 的监管，但技术手段提供的风险控制依然需要宏观层面监

管模式的配合。如前所述，目前各国应对 FinTech 风险的监管路径可分为监管严厉程度依次递

增的“放任自由”型、“个案分析”型、“试验主义”型、“量体裁衣”型和“削足适履”型五

种类型。与之相应，五种类型监管的包容度亦随之变化，各种监管路径其实呈现出了一种递进

式的“监管域”。对 FinTech 实施“放任自由”型监管或者对其单独立法进行“削足适履”型

监管处于“监管域”的两端，在这两端之间则分布着基于“个案分析”型监管、“试验主义”

型监管和“量体裁衣”型监管。处于两端的监管路径，要么放任 FinTech 发展风险的无限膨胀，

要么完全抑制 FinTech 发展的活力，恐怕无法成为最佳监管模式的首选。处于中间的“量体裁

衣型”监管虽然具有针对性，但这是以监管资源的集中投入、放弃既有监管的路径依赖和沉默

成本，甚至引发新旧金融服务主体不平等对待为代价的，需要谨慎考量。

另外，虽然处于“监管域”中间的个案分析监管路径和监管试验主义路径都利、弊共存，

但是基于其呈现出的递进性监管包容程度，正好与 FinTech 企业发展规模或者发展阶段有一定

的契合度，或许可以构建递进性的监管包容路径。具体来说，可包括以下四个步骤：（1）实施

单个试验项目或局部试点的创新发展环境；（2）通过监管沙箱或伞型沙箱扩大试验和试点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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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提高透明度；（3）经过沙箱的试验和培育，FinTech 企业的客户基础、融资机会和经营资

源有了一定积累，监管者对创新企业也有了深入了解，那么可以通过限制许可或特许等形式授

权其在沙箱之外的真实市场环境中发展壮大；（4）当 FinTech 企业的规模和收入达到标准，则

可以申请牌照进行持续运营。如果 FinTech 确实存在着不能适用于现有监管框架的特性，那么

监管者可以根据沙箱测试数据和纪录，在对其了解的基础上，进行“量体裁衣”型的立法监管。

递进性的监管包容路径可以合理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为 FinTech 企业的发展提供空

间，更能体现监管者对 FinTech 的接纳和包容态度。另外，递进性的监管路径使得不同发展规

模或发展阶段的 FinTech 企业都能有相对清晰的适用路径，可提升监管的确定性程度。最后，

在递进性的监管包容路径下，随着阶段的升级，FinTech 企业经营空间（如客户、资源和运营范围）

不断扩大，监管力度也能通过相应的调整与之相匹配。这更有助于实现 FinTech 在风险可控情

况下的不断发展。当然，监管路径的设想，距离其最终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监管路径

的转型不仅意味着要克服对传统路径依赖的惯性，更意味着高昂的监管成本和资源的投入，所

以必须审慎行事。

六、结论

从人工智能到加密技术，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颠覆金融业发展的格局。这为消费者、

金融机构以及监管机构创造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金融科技可以提高金融业的效率，提

供更好、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可以深化发展中国家的普惠金融事业。但同时，新科

技的快速发展也可能引发金融业无法预期的新情况乃至新风险。因此，监管者应审慎地平衡金

融效率和稳定的关系，在确保 FinTech 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的同时，将其可能产生的风险降到

最低。

如前所述，本文将各国应对 FinTech 风险的监管路径归纳为五种类型。在五种类型中，“试

验主义”型的监管沙箱可被视为在平衡金融创新与风险过程中监管制度的一次创新。其在被英

国首次提出后迅速引发各界关注。这主要源于各国为了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试图在政府强

力推动下进行金融监管的适应性变革。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并无防范金融科技风险的最佳监

管路径，监管沙箱也并非万能良方。因此，结合各国经验、可利用的技术手段和 FinTech 特性，

来探索适合本国的监管路径，恐怕才是监管者的最终出路。其中，监管包容是应对 FinTech 风

险的基础，监管科技是不可错失的契机。此外，基于各国监管路径所呈现出的监管包容程度递

增来构建递进性的监管包容路径，不仅与 FinTech 企业发展规模或者发展阶段相契合，而且也

有助于监管者通过监管试验来了解被监管者，从而制定适当的监管措施，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促进金融创新。其实，递进性的监管包容路径在我国具有历史和现实基础。我国的“试点”模

式与监管试验主义的运作理念想通，都是为了解决新的现实与传统的法律规定滞后性之间的矛

盾。这为我国通过监管试验方法来了解 FinTech 企业并进行有效监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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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以往我国“试点”模式中存在着对形式合法化的遵循程度低这一倍受诟病的情况。

这主要源于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对“结果正当”的追求超越了对形式合法的遵循。在

以后的 FinTech 监管制度变革实践中，对这个问题应予以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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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KMRW 声誉模型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博弈研究

卜　亚　　姜苏莉　王　芳 1

摘要：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呈现爆发式的发展态势，在给公众带来普惠金融的同时

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给现有监管体系带来了挑战。其主要原因在于，

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和创新性等特性，增加了互联网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容易造成监管体系的低效和不足。声誉机制是为关心长期利益的参与人提供的一种隐性激励，

用以保证其短期选择的承诺，因此，它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首先分析

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博弈主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 KMRW 声誉模型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动

态博弈模型，揭示声誉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最后，基于声誉视角进行了监管机制的设计，并针

对如何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的有效监管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机构；KMRW 声誉模型；博弈研究

一、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凭借其大数据、交易成本低和方便快捷三大核心特点，在我国获得

了迅猛发展。据相关权威平台发布的数据 2：2016 年，我国第三方支付交易总额为 57.9 万亿

元，是 2015 年交易总额的 1.85 倍；网贷行业成交量为 2.1 万亿元，是 2015 年成交量的 2.10 倍；

众筹行业成功筹资 224.78 亿元，是 2015 年成功筹资额的 1.97 倍。当前，互联网金融呈现出跨

界化、去中介等特征，其创新发展对现有监管体系提出了挑战。P2P 平台卷款“跑路”、第三

方支付盗刷、众筹平台自融等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更凸显了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互联网金融具有虚拟性和创新性等特性，因而它的风险相较于传统的金融风险更

1	卜亚，金融学博士，副教授，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系方式：buya1972@126.com；姜苏莉，

苏州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王芳，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激励相容视角下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机制构建研究”

（15YJA790001）的阶段性成果。

2	数据来自比达咨询《2016 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研究报告》，盈灿咨询《2016 中国网络借贷行业年报》、

《2016 中国众筹行业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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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隐蔽和复杂，并直接导致了互联网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声誉机制能

够有效发挥激励与约束作用，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手段。基于此，本文将互联网金融监管

过程简化为监管当局和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进而从声誉角度来构建互联

网金融监管的管动态博弈模型并进行监管机制的设计，同时提出对加强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

政策建议。

（一）KMRW 声誉模型

国外对 KMRW 声誉模型的研究较为成熟，主要是将其引入政府的货币政策、产业组织以

及监管理论等领域中。Kreps 和 Milgrom 等（1982）建立了标准的 KMRW 声誉模型，以此论

证了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中声誉对合作均衡的促进作用。Barro（1986）和 Vickers（1986）

将 KMRW 声誉模型引入政府的货币政策中，证明了如果公众对有关政府偏好的信息是不完

全的，那么政府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选择不制造通货膨胀。Boot 和 Thakor（1993）基于

KMRW 声誉模型建立了银行资产选择和政府监管的动态博弈模型，阐明了监管当局在追求自

我利益时有强化自己声誉的激励机制。

我国学者对 KMRW 声誉模型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尝试将它运用于国内市场秩序的治理

问题中。李军林（2002）将 KMRW 声誉模型引入国有企业内部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博弈中，分

析了声誉机制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效应。梁热（2005）将 KMRW 声誉模型引入提升证券

市场管制效率问题，认为声誉的建立与维持对于证券市场发展至关重要。孙霞和赵晓飞（2009）

将 KMRW 声誉模型应用到渠道联盟中，提出声誉机制能够约束和识别非合作成员，从而制约

联盟内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并能保持联盟的稳定。许亚斌和朱先奇等（2015）利用 KMRW 声

誉模型设计了相应的保障和激励机制来建立众筹双方的稳定合作关系。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及监管

国外关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和监管已有很多研究，主要是分析风险根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

议。Michel（2002）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给投资者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风险，

因此应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Kim（2005）研究认为，尽管互联网金融是一种虚拟化的金融交

易平台，但仍会面临传统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Steelmann（2006）认为，在 P2P 借贷中，

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蕴含着信用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并提出将抵押机制引入到对 P2P 的

监管之中。Chiou 和 Shen（2012）认为，从整体上看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和网络

风险，需从这两个方面重点进行监管。Martins 和 Tiago（2014）认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该

基于原有的金融服务、流程和运作方法。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针对互联网金融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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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金融风险，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建议。汤皋（2013）认为，我国互联网金融存在高风险潜

伏性、业务合法性界定困难、监管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应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互联网

金融的发展。刘斐（2016）认为，信用风险是我国目前互联网金融的最主要的风险，并据此提

出加快法律法规建设、建立适合的跨界监管机制等建议。张斌（2017）认为，互联网金融风险

主要是信息不对称风险，提出了确立原则导向监管方式的规制思路。二是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

理念和机制进行了分析。卜亚（2015）从激励相容的视角探讨了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如何在安

全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构建了“内部风险管控—市场约束—政府监管”的监管路径。王倩和

吴承礼（2016）提出，必须重塑金融监管体系，充分依赖行业自律，以负面清单的功能性监管

方式，寻求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之间的平衡。刘志洋（2016）认为，互联网金融监管应形成“宏

观—微观”协同监管，宏观方面实施透明性监管，微观方面实施审慎性监管。

国内外学者对声誉机制以及互联网金融风险和监管所进行的广泛研究，但普遍忽视了在互

联网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声誉机制在解决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其监管

中的重要作用 1。实际上，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声誉机制能够有效发挥激励与约束的作用，

因此，基于声誉机制和互联网金融监管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监管机制的设计，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博弈主体分析

互联网金融监管当局和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是一种监管与被监管的博弈关系，这是由双方

的最终利益目标不一致所导致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

的无限次重复博弈关系。本章内容将重点分析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博弈主体——互联网金融机构

及互联网金融监管当局，以及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关系。

（一）互联网金融机构

互联网金融机构是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也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客体。当前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究其原因，主要与国内外环境、经济发展方向和政府政策相关：首

先，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中，即从以出口和投资为主的旧经济增长方式转

向以内需拉动为主的新经济增长方式；其次，未来经济发展的主体——中小微企业，存在严重

的融资难问题；再次，工业 4.0 战略和“互联网 +”将集思维、科技、要素和创新为一体的数

1	从理论上讲，声誉机制和法律法规监管机制是维持互联网金融市场有序运行的两种基本机制，但从经

济角度讲，由政府来治理不规范的经济行为所付出的成本远比当事人依靠建立声誉进行自我约束所付

出的成本要大得多，即声誉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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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作为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集大数据、低交易成本、方便快捷、服务中小

微企业和个人等特点为一体的互联网金融，顺势得到迅猛发展。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主要分为互联网支付、个体网络借

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互联网金融拓展了传

统金融的覆盖范围和受众群体，丰富了投融资渠道。互联网金融在发展普惠金融、引导民间金

融规范化、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满足多元化投融资需求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见表 1）。

表 1：我国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主要功能、创新点以及代表性平台

类型 主要功能 创新点 代表性平台

互联网支付
为社会提供小额、快捷、便
民小微支付服务

改变了支付模式以及基础货币
的统计和定义

融 e 购、支付宝、翼
支付

个体网络 
借贷

为投融资方提供信息交互、
资信评估服务

改变了融资方式以及广义货币
存量和货币流通速度

红岭创投、融 360、
宜人贷、陆金所

股权众筹
为小微企业进行公开小额股
权融资的活动服务

改变了融资方式以及扩展了金
融市场的层次和范围

大家投、爱创投、天
使汇、众投邦

互联网基金
销售

通过自营和第三方网络平台
来办理基金业务

利用行为数据创新个性化、 
互动式的基金产品

汇添富基金、天弘基
金、中银基金

互联网保险
通过自营和第三方网络平台
来办理保险业务

利用行为数据创新个性化、 
互动式的保险产品

众安保险、蚂蚁金服、
泰康保险

互联网消费
金融

通过网络来向消费者提供资
金融通服务

利用大数据创新性服务 
各阶层消费者

京东白条、蚂蚁花呗、
分期乐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16。

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机构虚假产品宣传、提现困难、卷款跑路等违法经营

问题层出不穷。盈灿咨询发布的《2016 中国网络借贷行业年报》和《2016 中国众筹行业年报》

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为 2448 家，相比 2015 年底减少了

985 家；2016 年，全国正常运营的众筹平台数量为 427 家，而问题平台数量为 293 家，占比达

40.69%。互联网金融机构是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违规经营，

不仅会侵害投资者的权益，而且可能会引发跨区域的局部系统性金融风险，更可能会影响国家

经济和金融的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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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金融监管当局

互联网金融监管当局是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管理者，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保护消费

者权益和提升金融效率（朱太辉和陈璐，2016）。为实现上述目标，监管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监

管政策。2015 年 7 月，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首部——《关于促进

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根据该指导意见，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实行分业监管的监管

体制。同年，央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又分别针对支付、货币市场基金以及互联网保险业务出台

了更加详细的管理办法。从 2016 年开始，相关监管当局主要针对互联网金融的主要业态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见表 2）。

 

表 2：主要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

时间 机构 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

2015 年 7 月 央行等十部委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5 年 7 月 保监会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

2015 年 12 月 央行、证监会 《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

2015 年 12 月 央行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业务管理办法》

2016 年 3 月 央行、银监会 《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

2016 年 4 月 央行 《非银行支付机构分类评级管理办法》

2016 年 8 月 银监会、工信部等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2016 年 10 月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个体网络借贷》

2016 年 10 月 证监会等部门 《股权众筹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2016 年 12 月 银监会、工信部、工商局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备案登记管理指引》

2017 年 2 月 银监会 《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

资料来源：根据各监管机构官网整理。

由于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其业务模式创新走在了现有监管体

系的前面，导致了当前政策的监管效应不足。现有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无法在监管体制、监管

理念以及监管技术等方面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趋势。一是在监管体制上，我国监管当局

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仍然实行分业监管，但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业务却越来越向综合化

方向发展。具有跨行业特性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会引发多头监管或者监管真空；各自独立

的监管当局无法用原先单一的监管方式来加以应对，会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在监管理念

上，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总体上是一种被动响应式的监管模式。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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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隐含了金融创新和监管制度的错配，几乎所有的监管政策都是在互联网金融出现问题后出

台的。被动式的监管理念导致监管当局一直是处于信息滞后的状态，这给投资者和市场带来了

很大的损失。三是在监管技术上，传统的监管是针对机构、市场和产品，而互联网金融是一个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信息科技为基础的金融新业态，监管技术落后的状态

必然会影响监管当局的信息获取能力，从而降低监管当局的监管效率。

（三）互联网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指交易中的参与人拥有的信息不同，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

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影响金融合约结构的重要

因素。许多金融风险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

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创新，实质是对运用技术手段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探索。但是，互联网金

融不可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会加重信息不对称性。当前，国内

互联网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由于互联网金融更

加虚拟化和网络化，使其隐含的风险比传统金融中的风险更加隐蔽和复杂，而我国针对互联网

金融监管又存在上述监管体制、监管理念和监管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互联网金融机

构和监管当局之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第二，无论是互联网还是金融，都具有各自的专业性和

复杂性，从而具有信息模糊性，部分互联网金融产品又刻意加重了这种信息的模糊性，再加上

互联网交易的分散性，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鉴于声誉机制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

有效手段之一，构建基于声誉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是必要且有效的做法。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博弈行为分析

声誉机制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论文本部分内容将通过构建 KMRW 声

誉模型，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及其监管当局的行为选择进行分析。

（一）模型假设

1. 博弈双方：互联网金融机构及其监管当局

互联网金融机构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声誉好的低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a=0），合规创新，

从不从事违规行为；另一类是声誉不好的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a=1），为了短期高额利益

而存在很强的动机去从事违规创新。但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也知道，好的声誉可以带来更

大的未来利益。为了获得这个利益，会假装从事合规创新，以形成自身好的声誉。监管当局只

有理性这一种类型，它选择“冷酷策略”，即一旦发现互联网金融机构违规创新，就会彻底失

去对它声誉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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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弈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监管当局无法准确知道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真正类型，但是可以通过

观察互联网金融机构因违规创新所带来的利润 R 的大小，来判断该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类型，并

据此来决定下一阶段的监管措施。为了方便讨论，假设 R 只有 0 和 1 两个选择。R=0 表示互联

网金融机构选择合规创新，R=1 表示互联网金融机构选择违规创新。令 Re 为监管当局对互联

网金融机构违规创新所带来利润的预期。

3. 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单阶段效用函数

为方便讨论，本文借鉴 Barro（1986）的分析，构建以下效用函数：

21( ) ( )
2

eW R R a R R= − + −                                                （1）

其中， 2

2
1 R− 表示监管当局对违规创新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处罚的态度和力度； ( )ea R R− 表

示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违规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即超出监管当局预期判断的部分。

（二）模型分析

根据以上模型假设，互联网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的博弈过程见图 1。

( P1)

( P2 =0 ) ( P2 >P1 )

图 1：互联网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的博弈框架

首先，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监管当局不能区分出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资质好坏，故认

为其是低风险的概率为 P1，即认为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声誉为 P1。在第一阶段的博弈中，互联

网金融机构做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监管当局根据其所作的行为选择来修正原先的判断。

假如互联网金融机构选择违规创新，则监管当局判定其为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其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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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不被监管当局信任，而且会被处罚或者吊销牌照，退出互联网金融市场；假如互联网金

融机构选择合规创新，则监管当局对其声誉的信任会增加，即 P2>P1，监管当局会放松对其的

监管。因此，在第一阶段博弈中，一旦互联网金融机构违规创新，其声誉会变成 0，倘若想要

继续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中经营下去，必定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而假装合规创新的互联网金融

机构则可以凭借其优良的声誉，获得更低的经营成本和更好的效益。

在第二阶段的博弈中，互联网金融机构再次做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监管当局再在此

基础上修正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声誉好坏的判断。上述博弈过程可以无限次重复博弈下去。因此，

在最后一阶段之前，互联网金融机构不会选择违规创新，因为保持良好的声誉能带来未来更大

的效用，而且现在违规创新的成本过高。利用声誉的激励作用，可以使那些高风险的互联网金

融机构假装合规创新，维护良好的声誉，最终降低了金融市场的风险。

根据以上模型假设及博弈框架，具体博弈过程分析如下：

在单阶段博弈中，对（1）式求导，得
W R a
R

∂
= − +

∂
。对于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 1a = ）

来说，最优选择是 1=R ， eRW −=
2
1

。即在一次性的博弈中，理性的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没

必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声誉，它会选择违规创新。因为其合规创新带来的成本过高，产生的效用

1
2

e eR R− < − 。

在重复博弈 T 阶段中，Pt 为 t 阶段监管当局认为互联网金融机构是低风险的概率；Yt 为 t

阶段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选择合规创新来保持声誉的概率；Xt 为监管当局认为高风险的互联

网金融机构选择合规创新来保持声誉的概率。在均衡的情况下，Yt=Xt，即互联网金融机构和监

管当局都知道均衡且均衡是共同认知。

1. 互联网金融机构类型的后验概率分析

假设在 t 阶段监管当局没有观测到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违规创新，则根据贝叶斯法则，监管

当局在 t+1 阶段认为互联网金融机构是声誉好的低风险的后验概率为：

1
1( 0 / 0)

1 (1 )
t

t t t
t t t

PP a R P
P P X+

×
= = = ≥

× + − ×                                  （2）

从（2）式可知，在 t+1 阶段中，互联网金融机构被认为是声誉好的低风险的概率将会上升。

反之，如果在 t 阶段中监管当局观测到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违规创新行为，则互联网金融机构被

认为是声誉好的低风险的后验概率为：

1
0( 0 / 1) 0

0 (1 )
t

t t
t t t

PP a R
P P X+

×
= = =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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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式可知，一旦监管当局发现了互联网金融机构违规创新，就会判定该互联网金融

机构是高风险的，其在下一阶段的声誉为 0。因此，在最后一阶段之前，理性的高风险互联网

金融机构不会选择暴露自己违规创新的动机。

下面以最后两个阶段的博弈为例，分析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2. 互联网金融机构 T 阶段策略分析

在 T 阶段，对于声誉不好的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a=1）来说，最优选择是违规创新（RT=1）。

监管当局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违规创新所产生利润的预期判断为 T
e
T PR −=1 。此时，高风险互

联网金融机构的效用水平是：

21 1 1(1) ( ) 1 (1 )
2 2 2

e
T T t T T TW R a R R P P= − + − = − + − − = −           （4）

对（4）式求导，得 1 0T

T

W
P

∂
= >

∂ ，表明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效用是声誉的递增函数，

所以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有激励建立良好的声誉。

3. 互联网金融机构 T=1 阶段策略分析

在 T–1 阶段，假定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在 T–1 阶段之前都积极地假装保持好的声誉。

为简单起见，我们仅考虑 01=−TY 和 11=−TY 两种纯策略的情况。因为只有当两种纯策略带来的效

用值相同时，参与人才会选择混合策略，而且知道了最优纯策略的条件也就知道了混合策略的

条件。

若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在 T–1 阶段选择违规创新，即 1 0TY − = ， 11 =−TR ，则由（3）式可知，

0=TP 。因为在 T–1 阶段，监管当局观测到互联网金融机构违规创新后，在 T 阶段必定会判断

其为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此时，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在 T–1 和 T 阶段的总效用为：

1

2
1 1 1

1

1

(1) (1)
1 ( ) (1)
2
1 11 0
2 2

1 (1 )
2

T T

e
T T T T

e
T

e
T

W W

R a R R W

R

R

δ

δ

δ

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5）式中：δ 为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贴现因子，表示互联网金融机构认为其声誉对自身的长

期利益的影响，也可以说是耐心程度。

若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在 T–1 阶段选择合规创新，即 1 1TY − = ， 01 =−TR 。由（2）式可知，

0TP > 。此时，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在 T–1 和 T 阶段的总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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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6）式≥（5）式，即：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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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化简可得：

1
2TP
δ

≥                                           （8）

又因为在均衡情况下，有 1 1 1T TY X− −= = ，代入（2）式可得： 1T TP P− = ，即：

1
1

2TP
δ− ≥                                      （9）

从（9）式可以看出：在 T–1 阶段中，如果监管当局认为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是低风

险的概率大于等于
δ2
1

，则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就会假装成低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选

择合规创新，维护自身好的声誉。将该结果从 T–1 阶段推广到 T–2，T–3，...，1 阶段，可以看出，

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在 T 阶段会选择违规创新，以利用好声誉所带来的效用，获得巨大的

利益；而在 T 阶段之前，其始终会选择建立声誉，以此作为其均衡策略。

（三）模型结论

在多阶段重复博弈过程中，声誉对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行为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因为上一阶段的声誉往往会影响下一阶段及其以后阶段的效用，而现阶段的好声誉意味着未来

阶段会有较高的效用。基于声誉的这种作用，高风险互联网金融机构为了更大的长期利益，可

能会放弃现阶段的违规创新行为，从而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根据模型分析可以得

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提高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声誉可以达到强化其自我约束的目的，而且良

好的声誉给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带来的收益越大，其越不会进行违规创新。第二，对声誉

差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必须加强管理，增加其违规创新的成本。

四、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设计

声誉所带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监管当局提高监管效率的有

效策略之一，它能够有效弥补现有监管体系的不足。本部分将基于声誉视角对我国互联网金融

监管的机制设计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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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

监管当局应积极引导互联网金融机构对自身声誉的重视，规范互联网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

构。这主要体现在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人员管理、风险控制和经营管理方面。首先，改变对互联

网金融机构管理者业绩的评价方式，并且引入管理人才的市场竞争制度，加强管理者对企业长

期收益和声誉的重视。其次，健全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控制，包括风险管理的战略、政

策、程序和操作等方面。最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制度应符合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以此增强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责任感，使得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和监管当局的目标一致。

（二）建立声誉测量机制并加大声誉缺失的代价

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声誉测量有利于互联网金融机构对自身声誉的重视和维护。互联网金融

机构越重视自身的声誉，就越会一直维持自身的好声誉。关于声誉测量机制，国外已有一些实

践，如《财富》杂志的 GMAC 评选、Fambrun 和 Harris 构建的声誉商数模型等。其选取的测

量指标通常包括管理水平、创新能力、环境责任、财务和经济稳定性、产品质量、员工保留率

及增长率、对经理人的吸引力等。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声誉测量

机制。同时，监管当局应对违规创新经营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加大惩罚力度，如禁止其进行某些

领域的经营活动，对其实行更严格的审批制度等，以使其违规创新的成本越来越大。

（三）设立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监管当局应根据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来设立和完善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

制。互联网金融机构重视自身声誉是声誉机制起作用的一个前提。这意味着声誉机制并不能对

那些原本就打算违规经营的机构起到作用，所以必须把那些打着合法经营幌子实际只想诈骗的

机构拦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之外，即设立市场准入的门槛，以减少互联网金融市场的风险。这方

面，监管当局应有针对性地设立备案或审批制度，设立风险控制措施，以及资本金、从业人员

资质等准入条件，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同时，还应引入相应的退出机制，及时清除那些声誉不

好的互联网金融机构，以维护市场的稳定。

（四）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

行业自律是互联网金融机构重视自身声誉的一个表现，它既能发挥对内自我约束的作用，

又可以对外树立良好的形象 1。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一些全国和地方性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如

2013 年成立的互联网金融千人会俱乐部（IFC1000）、2014 年成立的国内首个股权众筹联盟、

2016 年成立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黄震和邓建鹏等，2014）2。但目前这项工作仍然存在一

1	行业自律既可以提高监管效率，又可以避免因不了解互联网金融演进方向而出现的监管失误行为。互联

网金融行业协会对金融创新的技术和方向更为敏感，可以有效规范和监测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2	英国在互联网金融治理上遵循“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的治理模式，如在 P2P 行业治理上，英国成立

了专门的 P2P 行业协会，且政府更注重行业协会对 P2P 行业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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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一是行业自律章程很大程度上被实力雄厚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所支配；二是行业自律章

程缺乏应有的执行力；三是行业自律章程可能会偏重企业利益，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因此，

监管当局应对行业协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规范，以更好地引导和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

五、结论与展望

当前，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迅猛，在整个金融行业的规模占比和产品创新力度均有大

幅提升，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大。但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和创新性，以及专业性和复

杂性等特点，也加剧了互联网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声誉机制的

作用是为关心长期利益的参与人提供一种隐性激励，以保证其短期选择承诺行为，是解决信息

不对称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及评述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互联网

金融监管的博弈主体及其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其次构建了基于 KMRW 声誉模型的互联网

金融监管动态博弈模型，以揭示声誉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最后从声誉视角进行我国互联网金融

监管的机制设计，如规范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声誉测量机制并加大声誉损失

代价、设立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发挥行业自律的监管作用等。

相对互联网金融及对其进行监管的发展现状，本文及现有的其他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是声誉机制主要通过失信惩罚和守信激励的方式实现其功能，但声誉机制真正发挥作用需要

一定的条件，如有效的信息传递和健全的惩罚机制等，本文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二是本文

基于声誉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设计只是理论上的探讨，缺乏实际案例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

实证来检验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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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吴俊霖 1

摘要：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学术界开始重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了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目前，将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纳入同

一框架内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大多文献只侧重于分析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

把以上三者置于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着重分析资本监管压力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并根据

监管政策的变化来刻画资本监管压力的变化。本文选取了 2004—2016 年我国 125 家商业银行

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一步系统 GMM 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资本监管压力、货币

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GMM 估计

一、引言

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其风险承担水平关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

与化解。自 2004 年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 2004 年第 2

号）以来，资本充足率作为银行抵御风险的重要指标，成为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核心内容。2012

年出台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 2012 年第 1 号），进一步提高了对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要求。2017 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防范金融风险列为三大

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研究资本监管、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对于维护金融

稳定、强化金融监管协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学术界开始重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

了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Borio 和 Zhu（2008）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

认知和风险容忍度，对其的资产价值、风险定价及融资成本产生影响，最终会影响到金融机构

的信贷投放和风险投资行为。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的研究表明资本监管的目的在于抑制银

行风险承担，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鼓励银行的风险承担。在将货币政策引入分析框架后，资

本监管和货币政策究竟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以及资本监管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否会

1	吴俊霖，中国银监会福建监管局，联系方式：wujunlin_a@cbrc.gov.cn。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思考，不代

表所在单位的观点。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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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发生变化，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针对银行风险承担这个研究问题，现有文献较多着眼于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理论，从

货币政策或者货币环境的角度研究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Borio 和 Zhu，2008；Adrian 和

Shin，2009；方意等，2012；陈玉婵和钱利珍，2012）。然而，货币政策渠道并不能完全解释

银行风险承担的内在机理。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银行资本质量不高的问题，其后出台的巴塞

尔资本协议Ⅲ随之强化了对银行的资本约束，资本充足率监管或资本约束能否遏制银行风险

承担的研究课题也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Laeven 和 Levine，2009；Agoraki 等，2011；曹

艳华，2009；许友传，2011）。考虑到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部分学者尝试将资

本充足率和货币政策置于同一框架中，研究其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Borio 和 Zhu，2008；

Dell’Ariccia 等，2010；江曙霞和陈玉婵，2012；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

目前来看，将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纳入同一框架内进行研究的文献仍

较少，已有文献大多侧重于分析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将把以上三者置于同一

框架中进行研究，着重分析资本监管压力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并根据监管政策的变化来刻

画资本监管压力。本文旨在回答两个问题，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承担是否存在影响，以及

银行风险承担在资本监管压力与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下的变动情况。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从资本监管压力角度考察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为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经验证据，并检验了资本监管压力对不同类型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第二，应用高级幅度法构

造资本监管压力指标，并根据监管部门不同时期对于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监管要求调整资本监

管压力指标，进一步拓展延伸了资本监管压力指标的研究范畴。

二、现有文献分析与假设提出

( 一 ) 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一些学者从资本约束的视角分析了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资本是衡量银行

业抵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张敬思和曹国华，2016），资本监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银行的

风险行为（许友传，2011）。其原因在于，资本约束提高了股东的出资总额，导致银行发生违

约时会相应增加股东的损失偿付，股东也就有更强的动机去克制高风险投资行为的冲动，这意

味着随着银行自身资本的提升，其风险承担水平会相应降低（黄宪和熊启跃，2011）。我国在

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后，资本约束可以强化银行对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赵锡军和王胜

邦，2006），而且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和资本充足率计算方式的调整，还会促使银行谨慎调

整信贷行为，对贷款的选择也会降低风险偏好（黄宪等，2005）在资本一定的情况下，银行将

会选择一个较低的风险水平（于立勇和曹凤岐，2004）。在资本监管的强制约束下，银行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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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资本的同时，也会积极采取措施降低资产风险，银行的资本变动与风险变动之间呈现显著的

负相关关系（吴俊等，2008），而且，资本监管惩罚压力越大，银行越倾向于投资低风险性资

产（曹艳华，2009）。

还有部分学者从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等资本监管指标的视角研究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

险承担的影响。王晓龙和周好文（2007）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与资本充足率变化进行的实证

检验结果表明，实施银行资本监管，能够促使已达到最低监管要求的银行降低风险水平。袁

鲲和饶素凡（2014）发现，兼顾了杠杆率约束的资本监管，促进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水平的

不断提高与风险水平的逐步下降，银行资本变动与风险水平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杨新兰（2015）研究了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及其资产风险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

随着 2009 年以来资本监管约束力度的加大，资本监管制度的实施效应明显增强，商业银行在

其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要求时，会增加资本或减少风险资产来提高资本充足率。田娇和王擎

（2015）发现，普通资本充足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对银行风险存在不同的抑制效应：普通资本

充足率对个体银行存在风险吸收作用，核心资本充足率则有助于抑制银行间的风险溢出。此外，

Agoraki 等（2011）的研究发现，西欧监管部门对银行的监管，推动了银行增加资本数量和优

化投资组合，从而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资本监管压力通过提高银行的资本金，逼迫银行以自身的资本

来偿付风险损失，可以促使银行谨慎投资风险资产，降低风险承担水平。据此，提出本文待检

验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 1：资本监管压力的提高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 二 )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Borio 和 Zhu（2008）首先提出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该理论认为，宽松

的货币政策通过较长期的低利率，会推动资产价格和抵押物价值上涨，从而会提高银行的风险

偏好和风险容忍度；而且由于低利率降低了无风险投资回报率，银行在收益追逐机制的推动下，

也会投资高风险资产来获得较高的利润，从而提高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货币政策通过收入和

估值效应、收益搜寻动机、竞争效应和保险效应，降低了银行对风险的测度和识别，可能导致

银行过度风险承担（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更进一步而言，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改变银行

信贷违约风险及对贷款损失准备的估计，导致银行风险承担的意愿和能力上升，最终影响到银

行的风险承担（张强等，2013）。

银行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随着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其对风险的偏好程度也会发生改

变。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降低安全资产的收益率，导致银行相应减少对安全资产的配置，最终增

加银行的破产风险（谭中和粟芳，2011）。2002 年以来美国长期低利率的货币政策降低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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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的识别和测度，引发银行放松信贷标准、增加高风险贷款投放，导致银行体系风险过度

集中，这成为 2007 年次贷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Adrian 和 Shin，2009；Maddaloni 和 Peydró，

2011）。陈玉婵和钱利珍（2012）实证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其实证结

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了银行的风险承担，且存款利率水平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降低，会

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江曙霞和陈玉婵（2012）的实证检验发现，随着实际利率水平或者法定存

款准备金率的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提高。金鹏辉等（2014）发现，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

银行倾向于选择高风险资产，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鼓励银行放松贷款标准，从而承担更多的风

险。刘生福和李成（2014）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控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显著的负

向关系，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鼓励银行的风险承担，且这种负向关系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变量的

表现更为敏感。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加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刺激资产价格上

涨，从而会提高银行的风险容忍度，促进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 2：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三）资本监管压力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目前将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纳入同一框架内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且

研究结论未完全达成一致。江曙霞和陈玉婵（2012）发现，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随着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而增大。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

影响的异质性。其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银行的资本充足情况：

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削弱货币政策影响的能力越强，其风险承担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越不敏感。方

意等（2012）发现，资本充足率在货币政策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的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

资本充足率较高时，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负相关关系；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降低，

风险转移效应逐步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逐步减弱，甚至将变为正相关

关系。刘晓欣和王飞（2013）经实证研究发现，在同一利率水平下，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风

险承担水平相应越低；当利率特别低时，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不仅不会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反

而会刺激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郭丽丽和李勇（2014）认为，资本监管、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

承担之间的关系，最终取决于利润创造效应和利润侵蚀效应的净效应：如果利润侵蚀效应大于

利润创造效应，则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增加会激励银行的风险承担；反之，则会降低

银行的风险承担，即资本监管、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门槛效应。

此外，Dell’Ariccia 等（2010）运用理论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其

分析结果表明：当银行能够调整其资本结构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放大银行的杠杆率，从而会

承担更高的风险；当银行的资本结构固定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银行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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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充足率水平。在后一种情况下，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在利率下降时风险水平上升，高杠杆率

的银行，风险承担则会降低；而更低的资本充足率，有助于降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

向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发现，资本充足率在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中所起的作用尚不明

确，可能存在削弱作用。因此，当资本监管压力和货币政策同时存在时，货币政策可能会减弱

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 3：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削弱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效应。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说明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4—2016 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处理，剔

除了财务数据连续不足三年以及某个变量的观察值缺失或者存在异常的样本。经筛选，最终得

到 125 家银行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包括 5 家国有大型银行、12 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以及 108 家城市商业银行。样本数据来源于 Wind 资讯数据库、各银行官网披露的年报、国家

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银行风险承担在资本监管压力与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下的动态变化，并取得稳健的估

计结果，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中的因变量为银行风险承担，自变量为银行风

险承担的滞后一期、资本监管压力和货币政策，同时将微观银行特征和宏观金融与经济变量作

为控制变量。为了实证研究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如

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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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模型中，i 表示银行，t 表示年份，k 表示控制变量数；RISK 表示银行风险承担水

平，RPL、RPH 表示银行面临的资本监管压力的两种情况，MP 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Bank 为

代表银行类型的虚拟变量；Con 表示微观银行特征和宏观经济与金融控制变量，包括银行总资

产规模 TA、存贷比 LTD、总资产收益率 ROA、实际 GDP 增长率 GDPR和经济总杠杆率 ELR；

Tt 为时间效应， tF 为不可观测的银行个体效应， ti,ε 为误差项。

模型（1）用来检验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引入虚拟变量 Bank，以及

Bank 和资本监管压力的交互项 Bank×RPL、Bank×RPH，用以考察资本监管压力与不同类型

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模型（2）用来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引入虚拟变

量 Bank，以及 Bank 和货币政策的交互项 Bank×MP，用以考察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异

质性影响。模型（3）用来分析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引入货币政

策 MP，以及 MP 和资本监管压力的交互项 MP×RPL、MP×RPH，用以检验货币政策作用下

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同时引入虚拟变量 Bank 和货币政策、资本监管压力的

交互项 Bank×MP×RPL、Bank×MP×RPH，用以考察货币政策作用下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

险承担的异质性影响。

对模型中各变量的解释说明如下：

1. 银行风险承担代理变量

现有文献主要选择不良贷款率、风险加权资产比率、Z 值、预期违约概率（EDF）来衡量

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但由于国内信用评级体系尚不发达，EDF 数据几乎不可获得；而 Z 值

仅能反映银行破产风险，并不足以准确衡量银行风险承担。长期以来，贷款是我国商业银行最

主要的业务，信用风险是银行业重点关注的风险，而不良贷款是银行信贷业务损失的主要来

源，可有效反映银行的资产质量，更高的不良贷款率伴随着更高的信用风险（张雪兰和何德旭，

2012；刘生福和李成，2014）。据此，本文借鉴张雪兰和何德旭（2012）、方意等（2012）、刘

生福和李成（2014）、袁鲲和饶素凡（2014）的研究，以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银行风险承担水

平的代理变量。此外，在稳健性分析中，本文参照了江曙霞和陈玉婵（2012）、方意等（2012）、

金鹏辉等（2014）、刘生福和李成（2014）以及杨新兰（2015）的思路，将风险加权资产比率（风

险加权资产比率＝风险加权资产 / 总资产）作为稳健性指标。

2. 资本监管压力代理变量

本文应用 Jaeques 和 Nigro（1997）的高级幅度法来测算资本监管压力。资本监管压力是

指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与监管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的倒数之差。值得注意的是，监管部门通

常根据银行上一期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来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即银行受到的资本监管压力来源

于上一期的资本不足。为了准确衡量资本监管压力，本文根据银监会不同时期对于不同类型银



572017 年第 11 期

行的资本监管要求，构造了 RPL 和 RPH 两个不同维度的资本监管压力变量。

当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低于最低监管要求时，银行资本充足率越小，其面临的资本监管压

力越大，资本监管压力 *
11

11

−−

−=
tt

t CARCAR
RPL ，否则 RPL=0；当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高于最低

监管要求时，银行资本充足率越接近于监管最低标准，其面临的资本监管压力越大，资本监管

压力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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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H ，否则 RPH=0。因此，RPL 越大，说明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越低

于监管要求，其面临的资本监管压力越大。RPH 越小，说明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越接近于监

管要求，其面临的资本监管压力也越大。其中，CAR* 表示监管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CAR

表示银行的实际资本充足率。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 2004 年第 2 号）中明确要求，我国商业

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8%。2007 年颁布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银

监发〔2007〕24 号）中，提出按照分类实施原则对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进行资本监管，提高

了对大型银行的资本监管要求，即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为 11%，而其他中小银行的资

本充足率需达到 10%。2012 年出台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 2012

年第 1 号）中，规定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

充足率不得低于 10.5%。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的 2016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

排名，我国“工农中建”四大行均入选。综合考虑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本文界定系统重要

性银行为 5 家国有大型银行。鉴此，2004—2007 年，所有银行的 CAR* 取值均为 8%；2008—

2012 年，国有大型银行的 CAR* 取值为 11%，其他银行为 10%；2013—2016 年，国有大型银

行的 CAR* 取值为 11.5%，其他银行为 10.5%。

3. 货币政策代理变量

我国货币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一般选择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并用的方式（徐明东和陈

学彬，2012）。据此，本文选择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LRR 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LIR 作为货币政

策的代理变量。由于央行会不定期地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基准利率进行调整，本文使用

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基准利率是进行时间加权后得到的数据。此外，自 2008 年 9 月 25 日起，

国有大型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高于中小银行，因此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时间加权时，分别加权

计算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4.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Bank 包括是否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国有大型银行）imp、是否为股份制银行

stock 和是否为城市商业银行 city。如果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则 imp=1，否则为 0；如果为股份

制银行，则 stock=1，否则为 0；如果为城市商业银行，则 city=1，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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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变量

为有效识别资本监管压力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控制了银行个体特征、

宏观经济与金融数据等变量。银行个体特征控制变量为银行总资产规模 TA、反映流动性风险

的指标存贷比 LTD、总资产收益率 ROA；宏观经济与金融控制变量为实际 GDP 增长率 GDPR

和经济总杠杆率 ELR。

表 1：变量定义

变量符号 名称 定义

RISK 银行风险承担 不良贷款率，稳健性指标为风险加权资产比率

RPL 资本监管压力指标 1 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低于最低监管要求时，实际资本充足
率与最低监管要求倒数之差

RPH 资本监管压力指标 2 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高于最低监管要求时，最低监管要求
与实际资本充足率倒数之差

MP 货币政策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LRR 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LIR
imp 系统重要性银行虚拟变量 若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则 imp=1，否则为 0

stock 股份制银行虚拟变量 若为股份制银行，则 stock=1，否则为 0
city 城市商业银行虚拟变量 若为城市商业银行，则 city=1，否则为 0
TA 银行资产规模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ROA 总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 总资产平均余额

LTD 存贷比 贷款占存款的比重

GDPR GDP 增长率 实际 GDP 增长率

ELR 经济总杠杆率 全部门债务占 GDP 比重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本文得到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来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RISK 的均

值为 1.531%，大于其中位数 1.18%。这意味着大多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超过了 1.18%。从资

本监管压力来看，RPL 的最大值为 103.78，为大同银行 2006 年的资本监管压力水平，系该行

2005 年资本充足率低至 0.86%，导致其面临极大的资本监管压力；RPH 的最小值为 10.90，为

渤海银行 2007 年资本监管压力水平，系渤海银行 2006 年资本充足率高达 62.62% 所致。从法

定存款准备金率 LRR 来看，其均值为 15.75%，小于其中位数 16.63%；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LIR 来看，其均值为 5.614%，小于其中位数 5.78%，这说明在样本区间内，我国的货币政策总

体上较为宽松。总资产规模 TA、总资产收益率 ROA 的均值与中位数差距较小，但最小值和最

大值之间差距较大，这说明样本银行的规模、盈利性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存贷比 LTD 的均值



592017 年第 11 期

低于其中位数 62.885%，标准差高达 11.074，这表明大多数银行的存贷比在 62.885% 以下，各

银行间的存贷比水平差异较大。GDP 增长率 GDPR 的均值为 8.812%，大于其中位数 7.70%，

这说明中国实际 GDP 增速在样本区间的大部分年份里超过 7.70%。经济总杠杆率 ELR 的标准

差高达 23.761，这意味着 ELR 在样本区间内波动较大，ELR 最大值为 235.70%，为 2014 年的

经济总杠杆率。

表 2：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符号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ISK 1.531 1.180 1.534 0.000 14.580

RPL 0.488 0.000 4.571 0.000 103.780

RPH 2.026 1.770 1.568 0.000 10.900

LRR 15.750 16.630 3.213 7.33 21.400

LIR 5.614 5.780 0.684 4.350 6.640

TA 11.613 11.310 1.795 7.464 16.999

ROA 1.120 1.070 1.714 -0.770 57.000

LTD 61.139 62.885 11.074 14.480 92.030

GDPR 8.812 7.700 1.984 6.700 14.200

ELR 205.510 215.000 23.761 163.000 235.700

注：表中变量除 RPL、RPH、TA 外，其他变量的单位均为 %。

（二）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模型（1）（2）（3）中，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因此本文选择一步系

统 GMM 进行估计，以控制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和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使用 GMM 估

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一阶差分，选择弱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以获得有效的估计结果。

1. 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检验

从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一步系统 GMM 估计的 Sargan 检验 P 值在列（1）—（4）中均

大于 0.25，不能拒绝工具变量联合有效的原假设，即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和滞后阶数是合理的；

Hansen 检验的 P 值均介于 0.1 和 0.25 之间，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不存在工具

变量过多的问题；残差序列检验 AR（1）的 P 值均小于 0.05，AR（2）的 P 值均大于 0.1，表

明一阶差分方程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一步系统 GMM 估计的效果相对较好（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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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资本监管压力与银行风险承担估计结果

变量符号 （1） （2） （3） （4）

1−tRISK 0.626*** 0.613*** 0.603*** 0.640***

tRPL -0.021** -0.021** -0.016* -0.089*

tRPH 0.011 -0.010 0.005 0.11*

imp 0.463

tRPLimp× -0.347*

tRPHimp× 0.257***

stock -0.990*

tRPLstock × 0.095*

tRPHstock × 0.046

city 0.767*

tRPLcity× -0.076

tRPHcity× -0.114**

TA 0.024 -0.047 0.052 0.087

ROA 0.087 -0.051 0.017 -0.002

LTD -0.011** -0.008 -0.008 -0.010

GDPR 0.099* 0.057 0.102* 0.087

ELR -0.001 0.001 -0.002 0.003

AR（1） 0.028 0.027 0.019 0.020
AR（2） 0.213 0.216 0.189 0.204

Sargan Test 0.379 0.348 0.365 0.354
Hansen Test 0.232 0.217 0.157 0.185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AR（1）、AR（2）、Sargan Test 和
Hansen Test 报告的均为统计量对应的 p 值（下同）。

从资本监管压力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回归结果来看，表 3 中列（1）是对全样本的估计，

列（2）（3）（4）分别引入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虚拟变量，来考

察此时资本监管压力对于不同类型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从表 3 的回归结果中本文发现，银行

风险承担水平的一阶滞后项 1−tRISK 在列（1）—（4）中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银行风

险承担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使用构造的动态面板模型来检验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

响较为合理。从资本监管压力 RPL 来看，RPL 的系数在列（1）—（4）中均显著为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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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压力对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当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要

求时，银行出于监管考核评价压力，会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从而降低自身风险承担水平。值

得注意的是，资本监管压力 RPH 的回归系数除了在列（4）中显著为正，在其他列中均不显著，

说明随着资本充足率超过监管要求，银行增加资本或者减少风险资产的意愿不强，资本监管压

力对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并无明显的影响。实证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 1。

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系统重要性银行虚拟变量与资本监管压力交互项 imp×RPL、

imp×RPH 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显著为正，表明资本监管压力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承担

行为的约束效应要强于其他银行。这可能是由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

重要作用，其受到的监管关注程度更高，当其面临较大的监管压力时，其监管处罚成本也会相

应的提高，因此系统重要性银行会更谨慎地进行风险资产投资。即使是资本充足率高于监管要

求，系统重要性银行仍然会高度重视资本充足率指标，因为一旦资本充足率逼近监管要求，监

管部门就会采取相应监管措施。因此，系统重要性银行有可能继续扩大资本缓冲，以向监管部

门和投资者传递其资本充足、经营良好的信息（王晓龙和周好文，2007；吴俊等，2008）。

由列（3）的回归结果可知，股份制银行虚拟变量与资本监管压力交互项 stock×RPL 的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当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要求时，资本监管压力对于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负

向影响要弱于其他类型银行。可能的原因是，股份制银行的市场化运作程度更高，当其面临资

本充足率不足的监管压力时，其可以通过管理资本工具而非通过减少风险资产的方式来提高其

资本充足水平，达到监管要求（许友传，2011），从而削弱了资本监管压力对其风险承担行为

的约束力量。

从列（4）的回归结果看，城市商业银行虚拟变量与资本监管压力交互项 city×RPH 的系

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当资本充足率高于监管要求时，资本监管压力对于城商行风险承担行为的

约束要弱于其他类型银行。这可能是由于城商行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其受到监管关注的程度

相对较低，当资本充足率超过监管标准时，城商行可能会通过减少资本或者增加风险资产来保

持一定的资本充足水平，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而且，城商行一般立足于地方，当地政府一般是

城商行的控股股东，对城商行的经营具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资本监管压力对于

城商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负向影响。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资产规模 TA、总资产收益率 ROA和经济总杠杆率 ELR 的系

数均不显著，这说明银行的规模、盈利水平及经济杠杆率水平可能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

不显著。存贷比 LTD 的回归系数基本不显著，表明存贷比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这可能是因为存贷比作为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导致银行的信贷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因

此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明显。实际 GDP 增速 GDPR 的回归系数在列（1）和列（3）中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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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正，这说明当宏观经济向好时，银行的抵押物价值上升，企业净值得到改善、违约风险降

低，银行的风险容忍度提高、信贷供给增加，其风险承担水平随之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

2.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检验

表 4 是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4）是以法定存款准备

金率 LRR 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时，全样本、系统重要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的估计结果；列（5）—（8）是以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LIR 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时的估计结果。

表 4 的列（1）—（8）中，货币政策 MP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和

贷款利率会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即验证了假设 2：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提高银行的风险承

担水平。在列（2）和（6）中，系统重要性银行虚拟变量与货币政策交互项 imp×MP 的系数

均显著为负，表明当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较低时，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强于其

他类型银行。这可能是该类型银行作为国有银行，执行货币政策较为到位，在宽松货币政策的

刺激下，其执行货币政策的动机更为强烈。股份制银行虚拟变量与货币政策交互项 stock×MP

在列（3）中不显著、在列（7）中显著为负，说明存款准备金率对于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影

响与其他类型银行并无明显差异；而较低的贷款利率对提升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则有显著

作用。stock×MP 在列（7）中的系数为 -0.417，其绝对值大于 imp×MP 在列（6）中系数的绝

对值，可能是因为股份制银行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资金压力变动对其影

响更大，其较为依赖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来开展业务，故对贷款利率的变动较系统重要性银行

更为敏感。城市商业银行虚拟变量与货币政策 city×MP 在列（4）和（8）中均不显著，表明

城商行与其他类型银行，在货币政策宽松程度与其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上并无显著差异。这可

能是城商行业务经营的区域性特征所致，因其资产结构相对单一，利用货币政策变动进行风险

资产管理的能力不高，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相对有限。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3 的结果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总杠杆率 ELR 在列（1）—

（4）中显著为正。这可能意味着，经济杠杆率水平越高，所可能引发的债务偿还风险就越大，

从而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表 4：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估计结果

变量符号
货币政策代理变量：LRR 货币政策代理变量：LIR

（1） （2） （3） （4） （5） （6） （7） （8）

1−tRISK 0.673*** 0.689*** 0.677*** 0.675*** 0.660*** 0.666*** 0.667*** 0.663***

MPt -0.033* -0.024** -0.040** -0.037* -0.013*** -0.016** -0.017* -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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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 1.472*** -1.808***

tMPimp× -0.108*** -0.399**

stock -0.487 -0.195

tMPstock × 0.007 -0.417**

city 0.196 0.197

tMPcity× 0.002 -0.155

TA 0.060 0.093 0.125* 0.073 0.057 0.051 0.056 0.027

ROA 0.211 0.080 0.111 0.197 0.059 -0.047 0.018 -0.119

LTD -0.008 -0.006 -0.006 -0.007 -0.008 -0.006 -0.009 -0.009

GDPR 0.101** 0.079 0.089* 0.107** 0.105 0.080 0.093 0.055

ELR 0005** 0.006** 0.006*** 0.005** -0.002 -0.001 -0.001 0.001

AR（1） 0.019 0.016 0.015 0.017 0.027 0.024 0.022 0.024
AR（2） 0.256 0.238 0.234 0.250 0.242 0.238 0.245 0.251

Sargan Test 0.311 0.290 0.297 0.305 0.327 0.313 0.286 0.335
Hansen Test 0.158 0.219 0.194 0.202 0.216 0.205 0.233 0.214

3. 资本监管压力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检验

表 5 显示的是资本监管压力与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回归结果。资本监管

压力 RPL 在列（1）—（8）中均不显著，RPH 在列（1）—（8）中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当

资本充足率高于监管标准时，随着资本监管压力的增大，银行会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实证结

果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压力的交互项 MP×RPL 在列（1）—（8）中均

不显著，表明当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要求时，货币政策对资本监管压力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

用并不显著。MP×RPH 在列（1）—（8）中均显著为负，说明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

会弱化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效应。回归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 3。

从系统重要性银行虚拟变量、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压力的交互项 imp×MP×RPL、

imp×MP×RPH 来看，仅 imp×MP×RPL 在列（2）、列（6）中显著为负，说明宽松的货币政

策会进一步弱化资本监管压力对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影响，即当资本充足率低

于监管标准时，相比其他类型银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会削弱资本监管压力对

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对此的可能解释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受到的监管关注度

较高，当其资本充足率小于监管标准时，资本监管压力的传导会促使其减少风险资产配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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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并会降低无风险投资回报率，因此，系统重要性银

行会更积极地响应货币政策，从而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当资本充足率超过监

管要求时，系统重要性银行面临的资本监管压力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

影响与其他类型银行无显著差异，可能的原因是，当资本满足监管要求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对

于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比较有限：此时，系统重要性银行可以凭借自身较强的资产

管理能力来合理配置风险资产，从而显著减弱了这种交叉作用。

stock×MP×RPL和 stock×MP×RPH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压

力的交互作用对于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股份制银行削弱了资本监

管压力对其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从而显著抑制了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弱化资本监管压力的效

应，进而使得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压力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city×MP×RPH 的回归系数在列（4）和列（8）中均显著为负，说明当资本充足率高于

监管标准时，相比其他类型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减弱资本监管压力对城商行风险承担

的约束效应。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城商行的资产规模较小，受到的监管关注度相对较低，当其

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要求时，随着货币政策宽松度的提升，城商行会在保持一定资本充足率的

前提下增加配置风险资产，从而提高了自身风险承担水平。

表 5 所显示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3 和表 4 基本一致。值得关注的是，资产规模

TA 的回归系数在表 5 中大多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规模较大的银行在金融系统里扮演了十

分重要的角色，其可能存在“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因此，资产规模越大的银行，其风险承

担的意愿也更为强烈。经济总杠杆率 ELR 在列（1）—（4）中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进一步支

持了前文对表 4 中检验结果的分析。

表 5：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估计结果

变量符号
货币政策代理变量：LRR 货币政策代理变量：LIR

（1） （2） （3） （4） （5） （6） （7） （8）

1−tRISK 0.632*** 0.632*** 0.627*** 0.651*** 0.618*** 0.606*** 0.605*** 0.612***

tRPL -0.031 -0.028 -0.013 -0.014 -0.217 -0.174 -0.227 -0.249

tRPH 0.183** 0.166** 0.164* 0.212** 0.387** 0.298* 0.373** 0.415*

tMP -0.034 -0.042** -0.043** -0.036 -0.015 -0.008 -0.007 -0.029

tt RPLMP × 0.007 -0.006 0.004 0.007 0.045 0.037 0.047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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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RPHMP × -0.011** -0.010** -0.009* -0.011* -0.069** -0.051* -0.065** -0.092***

imp 0.018 0.329

tt RPLMPimp ×× -0.026** -0.062*

 tt RPHMPimp ×× -0.001 0.037

stock -0.768 -0.534

tt RPLMPstock ×× 0.009 0.014

 tt RPHMPstock ×× -0.001 0.011

city 0.006 0.111

tt RPLMPcity ×× -0.003 -0.008

tt RPHMPcity ×× -0.002* -0.022**

 TA 0.103** 0.098 0.197** 0.078 0.073 0.021 0.122* 0.044

ROA 0.195 0.098 0.045 0.145 0.152 0.039 0.053 0.150

LTD -0.009 -0.010 -0.006 -0.008 -0.009 -0.009 -0.008 -0.009

GDPR 0.048 0.035 0.041 0.032 0.211** 0.161 0.202** 0.212**

ELR 0.006*** 0.007*** 0.007*** 0.007*** -0.002 -0.002 -0.002 -0.001

AR（1） 0.019 0.016 0.011 0.016 0.029 0.030 0.022 0.025
AR（2） 0.204 0.208 0.189 0.213 0.225 0.198 0.172 0.176

Sargan Test 0.307 0.281 0.272 0.315 0.353 0.311 0.338 0.294
Hansen Test 0.192 0.204 0.184 0.196 0.241 0.237 0.216 0.153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做了稳健性检验。第一，选择风险加权资产

比率作为衡量银行风险承担的稳健性指标，重新对上述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其回归结果与前文

结论基本一致。第二，为了检验 GMM 估计量是否有效，本文对上述模型进行混合 OLS 回归

和固定效应估计。由于混合 OLS 回归和对固定效应估计，假设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的协方差为零，

且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混合 OLS 估计的回归系数通常会偏高，而固定效应估计的回归系

数一般会偏低，如果GMM估计的回归系数值介于二者之间，则可判定GMM估计是稳健有效的，

GMM 估计值满足以上要求；同时也可据此判定，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限于篇幅，本文

仅列出以风险加权资产比率作为稳健性指标的回归结果，未展示混合 OLS 回归和固定效应估

计的检验结果（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6、表 7 和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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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资本监管压力与银行风险承担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符号 （1） （2） （3） （4）

1−tRISK 0.555*** 0.474*** 0.573*** 0.551***

tRPL -0.005* -0.003** -0.002** -0.044*

tRPH -0.070 -0.021 0.028* 0.086**

imp 4.085*

tRPLimp× 2.402

tRPHimp× 0.272*

stock 0.012

tRPLstock × -0.022

tRPHstock × -0.035*

city -1.352

tRPLcity× 0.045

tRPHcity× -0.098

TA -0.141 0.376* -0.129 -0.367
ROA 0.161 0.099 0.232 0.188
LTD 0.001 0.002** 0.006 0.003

GDPR 0.274*** 0.221*** 0.263*** 0.218***

ELR 0.025*** 0.020*** 0.023*** 0.026***

AR（1） 0.031 0.000 0.000 0.000
AR（2） 0.569 0.475 0.599 0.570

Sargan Test 0.331 0.310 0.327 0.304
Hansen Test 0.221 0.235 0.211 0.113

表 7：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符号
货币政策代理变量：LRR 货币政策代理变量：LIR

（1） （2） （3） （4） （5） （6） （7） （8）

1−tRISK 0.457*** 0.463*** 0.459*** 0.477*** 0.532*** 0.532*** 0.543*** 0.560***

MPt -0.107** -0.088* -0.144* -0.128* -0.556*** -0.479*** -0.445*** -0.503*

imp 2.618* -1.008

tMPimp× -0.148* -0.344**

stock -1.818 0.941

tMPstock × 0.107 -0.285*
city 0.317 0.160

tMPcity× 0.024 0.054

TA -0.182 -0.207 -0.137 0.015 0.277** -0.267 -0.128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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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 0.164 0.132 0.117 -0.024 0.449 0.156 0.174 0.115
LTD 0.006 0.004 0.003*** 0.008 0.002 0.005 0.004 -0.010

GDPR 0.264*** 0.253*** 0.260** 0.213** 0.471*** 0.374*** 0.411*** 0.376***

ELR 0.035*** 0.036*** 0.038*** 0.036** 0.037*** 0.033*** 0.035*** 0.034***

AR（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R（2） 0.607 0.681 0.578 0.620 0.689 0.502 0.546 0.596

Sargan Test 0.373 0.272 0.389 0.293 0.368 0.427 0.311 0.398
Hansen Test 0.213 0.172 0.223 0.184 0.177 0.282 0.234 0.252

表 8：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符号
货币政策代理变量：LRR 货币政策代理变量：LIR

（1） （2） （3） （4） （5） （6） （7） （8）

1−tRISK 0.459*** 0.493*** 0.468*** 0.481*** 0.576*** 0.591*** 0.600*** 0.583***

tRPL 0.058 0.071 0.024 0.031 0.144 0.319 0.398 0.281

tRPH 0.302* 0.318** 0.201* 0.153* 0.088** 0.303* 0.303** 0.328*

MPt -0.112*** -0.118*** -0.120*** -0.116*** -0.361*** -0.333** -0.331** -0.363***

tt RPLMP × -0.008 -0.010 -0.004 -0.006 -0.027* -0.060** -0.074** -0.057*

tt RPHMP × -0.018* -0.019* -0.013** -0.002** -0.009 -0.046 -0.048 -0.027
imp 0.200 -0.261

tt RPLMPimp ×× -0.032* -0.086*

 tt RPHMPimp ×× 0.001 0.040

stock -0.176 0.342

tt RPLMPstock ×× -0.002 -0.004

 tt RPHMPstock ×× 0.009 0.013
city -0.079 -0.620

tt RPLMPcity ×× -0.001 -0.005

tt RPHMPcity ×× -0.012* -0.027*

TA -0.143 -0.152 -0.137 -0.164 -0.127 -0.121 -0.168 -0.286
ROA 0.166 0.084 0.054 0.049 0.278 0.103 0.030 0.127
LTD 0.004 0.002 0.003 0.005 0.003 0.002*** 0.005 0.007

GDPR 0.173** 0.140** 0.156* 0.159* 0.286** 0.184 0.175 0.175
ELR 0.037*** 0.038*** 0.038*** 0.037*** 0.033*** 0.033*** 0.034*** 0.035***

AR（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R（2） 0.697 0.770 0.696 0.698 0.856 0.797 0.790 0.769

Sargan Test 0.350 0.338 0.320 0.310 0.312 0.348 0.365 0.353
Hansen Test 0.277 0.275 0.223 0.287 0.267 0.271 0.173 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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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 2004—2016 年我国 125 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一步系

统 GMM 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检验了资

本监管压力对不同类型银行的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资本监管压力的提高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当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要求时，

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当资本充足率高于监管要求时，资

本监管压力对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并无明显影响。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监管压力对其风

险承担行为的约束效应比对其他类型的银行更强；对于股份制银行，当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要

求时，资本监管压力对其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要弱于其他类型银行；对于城商行，当资本充足

率高于监管要求时，资本监管压力对其风险承担行为的约束效应要弱于其他类型的银行。

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正向影响，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供应量会

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其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相

比其他类型银行更为显著；对于股份制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与其他类型银

行并无差异，但较低的贷款利率对其风险承担意愿的提高作用相比其他类型银行更为明显；对

于城商行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其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和其他类型银行并无显著差别。

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资本监管压力抑制银行风险承担存在削弱作用，对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

也存在差异。当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要求时，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银行风险

承担的影响并不显著；当资本充足率高于监管标准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弱化资本监管压力降

低银行风险承担意愿的作用。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而言，当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标准时，相比

其他类型的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削弱资本监管压力对其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当资本充足

率高于监管要求时，资本监管压力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对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

响与其他类型的银行无显著差异。对于股份制银行，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其

风险承担的影响相比其他银行并无明显差异。对于城商行，当资本充足率高于监管标准时，与

其他银行相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减弱资本监管压力对其风险承担的约束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监管当局应当持续完善差异化监管规

则，在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要求时，从严把关市场准入，加强现场检查力度；同时，对于

不同类型的银行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以有效降低各类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其次，应充分

重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兼顾防范金融风险目标，同时还应

关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对不同类型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不同影响。最后，应注重部门之间的沟

通协调。应充分考虑货币政策与监管压力的交互作用在不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下，对不同类型

银行的风险承担的影响，对异质性银行进行差别化、动态化审慎监管，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能力，强化金融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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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academia begins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 "risk-taking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Most of the literatures focus on 

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the banks risk-taking, few on the whole picture of capital regulation pressure,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bank risk-taking. This paper makes some remedies and particularly analyzes how capital 

regulation pressure affects the banks risk-taking, and measures capital regulation pressure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regulatory policies. Empirically studies are done by using the one-step system GMM estimation with the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125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6.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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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调查研究

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课题组 1

摘要：2017 年 7 月，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以下简称“银登中心”）考察小组赴英、

法两国同业机构交流，期间先后访问了多家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就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

基础设施、平台公司、自律组织等进行了考察调研。调研发现，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在三十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交易品种和交易模式逐渐丰富，具有行业自律作用突出、投资者结构多元

化、市场分散度高且区域性强等特点，这对于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促进我国信贷资产流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制定并推广行业标准、完善

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继续研究贷款评级和价格发现机制、推动银团贷款流转业务等建议。

关键词：信贷资产流转；金融基础设施；行业自律；银团贷款

一、引言

自 2013 年银监会启动信贷资产流转业务试点以来，我国信贷资产流转市场主体稳步增加，

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在盘活银行存量资产、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起步较晚，在交易规模上远不及美国市场，但由于借鉴了美国的先进经

验，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其市场架构、业务模式、自律安排等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信贷资产

流转市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目前关于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文献大都是总结介绍性的，缺乏深度分析。欧洲贷款

市场协会（以下简称 LMA）于 2016 年发布出版了《欧洲贷款市场的二十年》（20 Years in the 

Loan Market），对近二十年欧洲信贷资产一级、二级市场的发展经验做了研究与总结。其中，

毕马威公司的 Voisey（2016）对欧洲市场中银团贷款的种类及其二级市场的运作模式和交易结

1	课题组组长：鲁素英，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课题组成员：关彦芳，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

转中心，王祎、王宇航，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联系邮箱：wangyh@chinabond.com.cn。作者

感谢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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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了详细介绍；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的 Haas（2016）描述了银团贷款在西欧地

区的发展史；IHS Markit 公司的 Jesson（2016）探讨了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在提高贷款交易效

率方面的重要作用；伦敦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的 Gleeson（2016）梳理了欧洲

市场的监管政策和法律法规。此外，国内相关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及其监管（如

刘玄，2012；刘丽娜，2014；马立新等，2016；李文红和刘丽娜，2016），或是我国信贷资产

流转市场的建设（如吕世蕴，2015；成家军，2015），很少研究分析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

为充分借鉴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有益经验，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组织考察小

组赴英、法两国同业机构交流，就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基础设施、平台公司、自律组织、

交易结构等进行了考察调研。本文旨在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总结分析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

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并结合我国信贷流转市场的现实情况，为健全与完善我国信贷资产流转

市场机制提出相关建议。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分析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发

展历程、发展原因、交易品种和交易模式，以及相应的金融基础设施和中介服务机构；第三部

分，从市场监管、行业自律、投资者结构、资产要求、基础设施、市场分散度等方面总结分析

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主要特点；第四部分，借鉴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发展经验，提出

完善我国信贷资产流转市场机制的具体建议。

二、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发展分析

（一）发展历程

1984 年 5 月 25 日，欧洲出现第一笔信贷资产交易，基础资产是花旗集团国际银行发放给

爱尔兰政府的五亿美元贷款债权。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欧元区的建设，单一货币有效提升

了贷款交易效率，企业并购活动逐渐频繁，贷款发放规模快速增长，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稳

步发展。商业银行纷纷开展信贷资产流转业务并积极参与做市，提高了市场的活跃程度。在此

期间，欧洲贷款市场协会和 IHS Markit 公司等主要行业自律组织和金融基础设施相继成立，显

著提升了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规范程度和交易效率。Thomson Reuters LPC 开始提供专注

于信贷资产的逐日盯市报价服务，提高了二级市场的信息透明度。

进入 21 世纪后，以法国电信和联合利华为代表的商业并购活动日渐频繁，企业并购交易

融资占比不断上升，在新增贷款中占比达 77%。从 2004 年开始，投资机构逐渐关注杠杆贷款，

目前已经占到整个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 60％以上。企业并购规模的不断增长和机构投资

者的加入，推动了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交易规模的高速增长，由 2004 年的 400 亿欧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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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市场规模达到顶峰，约 1600 亿欧元。

2008 年金融危机使得信贷资产规模骤减，二级市场交易量随之出现大幅下滑。之后，欧

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经历 5 年的复苏，于 2013 年恢复到 700 亿欧元的水平。杠杆贷款的集中

偿付期限错开了金融危机（2004 年大量发行的杠杆贷款，集中偿付期限在 2014 年左右），加

上企业信用质量较好，为 2015 年到 2016 年企业再融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高质量的信贷资产

重新成为了机构投资者投资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交易规模平稳发展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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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交易规模（十亿欧元）

（二）发展原因

根据 2017 年欧洲贷款市场协会最新发布的“Guide to Secondary Loan Market Transactions”，

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中银行希望将持有的贷款转出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 监管要求

2010 年 9 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即《巴

塞尔协议 III》。协议规定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 4% 上调至 6%，

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 2% 提高到 4.5%。2013 年 7 月，欧盟公布了

与《巴塞尔协议 III》相匹配的新银行业法规，并要求于 2014 年 1 月开始实施。随着《巴塞尔

协议 III》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出更高的要求，信贷资产流转已经成为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

增加资产流动性、满足监管要求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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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险管理

贷款集中度风险是信贷资产投放过于集中，对于单一风险因子的风险敞口过大造成的。

2008 年金融危机时，众多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集中度风险过大。商

业银行通常会尽可能地将信贷投放到预期利润率高的行业、经济发达的区域以及历史信用等级

高的大企业。银行可以通过信贷资产流转达到优化资产配置、分散风险的作用。

3. 不良资产提前变现

当借款人陷入财务危机或其他可能导致其还款能力受限的情况时，银行可以立即兑现这笔

贷款的价值（通常会有折价），而不是将这笔可能违约的贷款持有到期。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

场中存在大量专门从事不良资产处置的机构，为此类业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主要交易品种

与美国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类似，欧洲市场也是银团贷款转让居多，双边贷款（以下不予介

绍）流转较少。银团贷款从开始筹组就采用统一的合同文本，整个业务标准化程度高，流转更

加便捷，成本更低。此外，私募产品发行（Private Placement）作为欧洲市场上新兴的流转品

种近年来发展迅速。

1. 银团贷款

银团贷款流转的主要产品类型包括定期贷款、循环贷款、备用贷款、斯温莱因贷款和银团

信用证等五种。

定期贷款一般用于支持企业未来几年确定金额的资金流出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融

资，贷款期限通常为 5-7 年，有些甚至可达 20 年以上。循环贷款通常用于补充企业营运资本

以满足企业现金流的周转，此类贷款允许在贷款期限内重复提取和偿还。备用贷款也可在贷款

期限内循环提取，一般是为实力较强的公司在资本市场发行融资产品（如商业票据）时提供增信。

对于备用贷款，一般情况下企业并不会提款，当企业在资本市场发行融资产品时，评级机构会

要求融资方提供备用贷款以保证所需要的信用评级，审计师也通常以此确认企业日常经营状态

时具备流动性支持。斯温莱因贷款是从循环贷款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贷款形式，作用是为借款

人使用同日资金（Same Day Funding）在特定的资本市场（如纽约交易所和伦敦交易所）发行

商业票据时提供流动性支持。银团信用证基于商业信用证开出，用于支持贸易金融业务，通常

一家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银团各参与行整体提供背书。

在欧洲市场，贷款种类一般会根据借款人的主体评级进行划分。对于信用评级较高的企业

（BBB- 及以上）的贷款通常称为可投资级别贷款（Investment Grade Loans）；对于信用评级较

低的企业（BBB- 以下）的贷款通常称为杠杆贷款（Leveraged Loans）。杠杆贷款是欧洲信贷资

产流转市场交易最为频繁的贷款种类，具有最好的流动性，2016 年交易量为 410 亿欧元，约

占信贷资产流转市场 70% 份额（高评级贷款约占 10%，新兴市场债务约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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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募产品发行

近年来欧洲私募产品发行（European Private Placement）市场逐渐兴起，并在一些国家逐

渐挤占了银团贷款的市场份额。私募产品发行是一种介于债券和贷款之间的融资模式，通常由

徘徊在投资评级（BBB- 以上）边缘的中小企业发行。由于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这些企业通过

发行私募产品向机构投资者融资。

私募产品发行的交易模式与银团贷款类似，通常由一家或多家银行作为安排人（Arranger）

或者原始贷款人（Primary Lender），负责机构投资者的筹组和额度的分配。不同的是，借贷双

方签订的是双边贷款协议，其中不涉及集体决策条款和贷款人间的结算。作为私募交易，私募

发行绕过了在公开市场募集资金的漫长过程。在欧洲，尤其是法、德两国，越来越多的公司转

向私募发行市场。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此类产品投资风险较高。

（四）交易模式

1. 直接转让模式

直接转让模式，即资产出让方直接与终端购买方进行交易。通常为贷款债权直接转让，可

以是单笔贷款，也可以是多笔贷款组成的资产包（见图 2）。

图 2：直接转让模式

2. 中介模式 

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没有统一的交易场所，为提高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引入了中介模式。

在中介模式中，拟交易的资产被列入交易名单，中介负责对资产进行双向报价。销售团队负责

从众多的出让方中发掘资产，并将资产卖给多个潜在买家（见图 3）。

图 3：中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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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卖方管理拍卖模式

卖方管理拍卖模式通常适用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转让，具体是指资产出让方先将资产转让

给承销商，由承销商通过拍卖的形式再转让给一个或多个竞拍人（见图 4）。

图 4：卖方管理拍卖模式

4. 竞价转让模式

竞价转让模式（BWIC）也是基于拍卖程序的信贷资产转让模式，与卖方管理拍卖模式不

同的是，竞价转让模式可以用于资产包中的单一资产的竞拍。交易将以高于保留价的最高竞拍

报价成交。此种转让模式经常用于杠杆贷款的转让，通常在交易前 2-3 天发布转让公告（见图 5）。

图 5：竞价转让模式

（五）基础设施

与欧洲其他资本市场相比，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交易结算流程繁琐、时间滞后的问题尤为

突出。虽然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标准结算周期是 t+10，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工操作使结

算过程变得很长。根据 LMA 统计，目前二级贷款市场的结算期中位数为 t+33（见图 6）。尽管

等待费 1 制度有一定改善作用，仍无法彻底改善结算滞后的问题，这无疑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1	等待期内卖方可按交易价款向买方按日收取一定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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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障碍，繁琐的交割过程也限制了诸多投资者的参与。随着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规模的

持续增长，投资者对于贷款交易结算的专业化、标准化自然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欧洲，IHS Markit 公司在信贷资产流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由 IHS 

Markit 公司开发的 Clearpar 是交割贷款的高效交易平台，平台通过整合产品、交易双方和中介

服务机构加速了交易落地，降低了交易风险。Clearpar 在欧洲的使用量提高，改善了欧洲的贷

款交易结算滞后情况，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正在使用这个平台的服务。因此，持续提高信贷资产

流转市场交易结算效率是建立一个功能完善、交易活跃的二级市场的重要工作。

T+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买方确认（15
天），卖方确

认（15.3 天）

分配

（9.5天）

交易开始

（5.4 天）
交易文件

传阅（14.4
天）

买方交易

文件传阅

（23.1天）

卖方二次

文件检查

（30.5天）

中介机构

交易文件

传阅

（39.7天）

交易落地

（41.7天）

卖方交易文件

传阅（24 天）

买方二次

文件检查

（30.9天）

中介二次

文件检查

图 6：交易落地时间轴

（六）中介服务

1. 估值服务

估值定价可以为市场提供价格参考，对于提高市场流动性尤为重要。欧洲贷款二级市场重

要的估值定价机构是 IHS Markit。IHS Markit 公司的估值定价业务始于 2004 年，平均每天估值

贷款 6400 余笔，约占欧洲市场份额的 98%。目前，IHS Markit 公司已经拥有 55 个报价商，来

自 35 家金融机构，报价商主要以银行为主，一些银行有多家分行参与报价。IHS Markit 将收

集到的报价进行数据清洗，剔除噪音数据，并结合最近成交价格得出最终报价。系统每 15 分

钟做一次数据更新，如果期间有新的报价会随时加入到数据库。据统计，由 IHS Markit 提供的

报价与最终成交价偏差在 50bp 以内。IHS Markit 认为定价是为交易服务的，有需求才会有价格。

因此，HIS Markit 的价格发现机制以市场报价为主，占比 98%，模型定价为辅，仅占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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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 Reuters LPC 同样提供逐日盯市报价服务， LPC 利用 Thomson Reuters 集团在商业

信息服务领域的领先地位，获取来自银行最新、最完整的贷款报价数据，从 2002 年的日均不

足 100 只贷款的报价规模发展到如今每天对超过 4000 只贷款进行报价。

2. 评级服务

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在欧洲市场不仅从事债券评级，还长期从事信贷资

产的评级工作。1996 年，标准普尔开展了其第一笔在欧洲市场的信贷资产评级，2008 年金融

危机后，信贷资产评级的数量显著提升。目前，标准普尔已经在 EMEA 地区 1 参与了超过 5000

亿欧元信贷资产的评级。在信贷资产流转市场，信用评级显得格外重要，尤其对于杠杆贷款更

是如此，通过评级可以更好的揭示风险，帮助价格发现。很多项目融资贷款和可投资级别的公

司贷款也可以通过评级来提升其循环信用额度。

目前， LMA 也在与标准普尔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展开合作，共同提高欧洲贷款二级市

场信息透明度，不断推进第三方评级建设，并已推出标准普尔欧洲信贷指数（S&P European 

Loan Index）和欧洲杠杆信贷指数（S&P European Leveraged Loan Index）等系列指数。

三、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特点分析

（一）市场监管较少

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监管主要针对机构，而不是流转业务本身。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欧

洲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有关。欧洲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其具备较强的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

在信息披露充分的前提下，信贷资产流转被认为是机构之间自愿达成的平等交易，欧洲监管机

构不对此进行监管干预。

因此，欧洲信贷资产转让的环境更加市场化，转让协议中的条款均由双方协商一致达成。

例如，欧洲市场中对于贷款转让过程中债权主体发生变更时原始债权人是否通知借款人没有强

制性要求。据 IHS Markit 公司统计，大部分的信贷资产交易出让方没有通知借款人。这也会反

映在资产价格上：如果出让方未通知借款人，投资人需要对未来贷款存续期可能出现的法律纠

纷承担风险，此时资产价格较低；反之，资产价格则较高。

（二）行业自律作用突出

1996 年，LMA 成立。协会目标是为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发展提供保障。LMA 主要

为贷款交易提供统一的法律文本和操作指引，对市场参与者进行自律监管，组织开展市场教育

与培训。LMA 的首批会员包括巴克莱银行、瑞士信贷、日本富士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

1	EMEA 为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的字母缩写，即欧洲、中东、非洲三地区的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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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西敏斯银行和华宝银行（现瑞银华宝）。目前 LMA 拥有 664 家会员单位，范围覆盖欧洲、

亚洲和非洲等，其中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都是其重要会员单位。

开放、活跃的机制是市场活力的源泉，而权威、规范的合同文本则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

1997 年 9 月，LMA 公开了市场交易文件的初始样本，标准化交易文本的出台是协会在欧洲信

贷资产流转市场的规范化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市场参与者在协会出台协议框架下，以统一的标

准有序地达成交易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三）以银行为主、专业服务机构为补充的多元化投资者结构

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投资者最早主要由少数的美国交易商、有影响力的投资银行、专

业的债权交易商和秃鹫基金 1 构成，针对不良贷款的投资。从 20 世纪 90 年开始，更多种类的

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活跃于信贷资产流转市场，投资者的种类和数量大幅

增长。当前，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投资者涵盖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养老基

金、私募股权基金以及一些专业的贷款经纪商。其中，商业银行占据主导地位，约占市场份额

的 85%。此外，受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国家开始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来投资

不良贷款债权，例如爱尔兰国家资产管理局等。

（四）市场偏好高收益、高流动性资产

正如前文所述，杠杆贷款是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交易最为活跃的贷款种类，具有最好的

流动性。其次是不良贷款，投资者看中不良贷款的高收益性。排在第三、四名的分别是房地产

融资和航空租赁资产。这些资产的交易模式以直接转让为主、证券化转让为辅。投资者购买贷

款后多数持有到期，少数进行二次或多次转让。

（五）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不断提高

随着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逐步发展，市场上对于交易系统改进的需求不断加强。金融

基础设施的出现不仅大幅减少客户的重复操作，提高了交易效率，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欧洲信贷

资产流转市场透明度，加快了贷款交易的标准化进程。IHS Markit 公司 ClearPar 平台作为金融

基础设施平台，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系统已经在欧洲各国广泛投入使用，并大

幅度提高了贷款交易的效率。

（六）市场分散度高、区域性强

银团贷款可以说是欧洲各国之间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大约 71% 的贷款由国外资本参与。

欧洲各国经济体量小，市场规模、法律制度、区域壁垒等具有丰富的多样化特征，这决定了欧

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多样化。以银团贷款牵头机构为例：在英国，牵头机构可以是基金公司

1	秃鹫基金（Vulture Hedge Fund）指的是那些通过收购处于偿还危机中公司的违约债券，然后进行诉讼，

谋求高额利润的基金。有时也泛指那些买卖破产倒闭公司股权、债权、资产而获利的私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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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与美国的情况类似；而在法国和德国，牵头机构则只能是银行。

四、对完善我国信贷资产流转市场机制的启示

（一）制定并推广行业标准

1. 文本标准化

根据 LMA 的经验，统一交易文本、使用通用的文档框架和术语描述资产和交易，是信贷

资产流转市场规范化的重要步骤。投资人的分析重点将放在借款人资质和资产的投资价值上，

而不是理解合同表述。标准化的交易文本使得投资人更易于了解资产和交易情况，从而更愿意

参与贷款的投资，对于市场流动性的促进起到积极作用。我国相关部门可通过将统一文本内嵌

于交易系统的方式，将协议文本签署过程由线下转为线上进行，推动我国信贷资产流转市场交

易文本的标准化、规范化。

2. 规则标准化

在欧洲，LMA 一直致力于推动贷款二级市场的规范化进程，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化交易

规则和操作指引，使得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甚至不同法律制度下的机构之间能够在统一的规则

下顺畅的达成交易。我国相关部门制定的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业务的协议、业务规则和信息披露

规范是推动中国信贷资产流转市场标准化、规范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发挥技术优势，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服务

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完善，建立了以 IHS Markit 为代表的成熟的金

融基础设施，随着 ClearPar 等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流转、结算系统的出现，信贷资产的交易效率

得到大幅提高，促进了市场的规范化、标准化。目前，我国信贷资产流转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

未来亟需从三方面入手加强中心在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方面的建设：

一是打造先进的交易平台。交易平台依托互联网技术，包含交易撮合和交易达成两大功能，

为挂牌转让、协议转让、竞价拍卖转让等多种交易方式提供一站式服务。市场参与者可随时随

地登陆平台发布交易意向，并通过平台了解市场上有哪些资产是可以交易、正在交易的。交易

平台未来还可通过数据挖掘，根据市场参与者发布的买卖意向，为其匹配或推荐合适的交易对

手方，提高交易效率，保证资产流动性。

二是推动统一的结算平台建设。统一的结算平台是成熟市场的重要特征，其标准化结算方

式推动了市场互信，为没有经验的投资者进入市场提供了便利。结算的标准化和电子化使得信

息报送更为便捷，监管机构和服务提供商能够更好地跟踪市场、分析市场。目前，相关部门已

经建立了集中登记系统，集中处理资产登记和过户，市场还需要中心建立一个基于网络的结算

平台，由中心作为公允第三方服务于各方执行交易达成后的结算和资金支付操作。

三是整合新技术。逐渐成熟的移动终端技术可以帮助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参与者通过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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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获取资产或资金信息。HTML5 使交易数据能够在手机上 24 小时显示，移动终端技术的使用

将使得未来的部分交易流程会在手机上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块链技术将帮助贷款二级市

场定位操作风险，增加资产负债表的利用率，促进市场的流动性。将这些技术整合至金融基础

设施平台将会是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继续研究贷款评级和价格发现机制

第三方评级及估值服务是信贷资产流转业务中重要的外部监督约束安排，可为资产的风险

水平及市场价格提供客观、公允的参考信息。目前我国评级机构已经开始为信贷资产流转市场

中的产品提供评级服务，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引导评级机构健全信贷资产评级机制，提高信贷资

产评级能力。同时，为了向市场提供独立、公允的信贷资产估值服务，相关部门还应借鉴企业

债等债权性资产的估值定价技术，着手研究信贷资产估值定价体系。

（四）以大银行为主扩大市场规模

欧洲信贷资产流转市场最为重要的平台公司为 IHS Markit 公司，它最初由美国 7 家大型

银行发起设立，以帮助这些银行解决贷款流转相关问题。IHS Markit 公司依靠 7 家股东的强大

实力，占有美国信贷资产流转市场 90% 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欧洲市场，IHS Markit 公司以欧

洲 30 多家大型银行为核心客户，推广信贷资产流转相关平台服务。我国相关部门在积极服务

中小银行的同时，继续加强与大型银行的研究合作，在规范信贷资产流转市场方面起到引领和

示范作用。

（五）推动银团贷款流转业务

银团贷款流转既可以实现存量贷款盘活，也能解决新增融资的问题。下一步，我国相关部

门应积极探索推出银团贷款流转业务。2016 年美国银团贷款二级市场交易规模超过 6000 亿美

元，欧洲市场的交易量也超过 500 亿欧元。近年来，我国银团贷款业务发展很快，在我国银行

对公贷款中的占比不断提升。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我国境内银团贷款余额 6.13 万亿元，较年

初增长 5.43%，银团贷款余额占对公贷款余额比例为 10.53%。与快速增长的银团贷款规模相比，

我国银团贷款流转的二级市场发展相对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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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on formulating and promoting the industry standards,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studying the loan rating and price discovery mechanism, and promoting the syndicated loan trading business.

Key Words: Credit Asset Trading;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Syndicated Loan

（编辑：曹易；校对：李念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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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潜在流动性风险与监管研究

徐文舸　　刘　洋 1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了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面临的潜在风险，主要是银行“发

起—分销”模式下潜在的流动性风险。研究表明，对于单个银行而言，“发起—分销”模式并

未起到控制和降低风险的作用，只是通过增加扣减比例的方式来对冲风险，而抵押贷款证券则

面临未来价格可能更大幅度的下跌，风险仍潜藏在银行间市场；对于银行间市场而言，部分银

行的流动性不足会抑制整个市场所提供的流动性，尤其是当抵押贷款证券的市场价格低于银行

最初预期的平均收益水平时，那些经营稳健的银行也会受到金融传染的影响。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流动性风险；“发起—分销”模式；扣减比例；审慎监管

一、引言

2007 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使资产证券化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资产证券化的相关风险

也逐渐引起各国政府和监管当局的关注。其中，对“资产证券化市场风险到底是由‘黑天鹅’

事件触发，还是‘灰犀牛’式危机”2 的争论，成为经济学界的关注焦点。在我国，资产证券

化业务起步较晚 3，直到 2014 年年底受到一系列政策推动的影响 4，才开始明显加快发展进程。

1	徐文舸，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刘洋，经济学硕士，经济师，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子事业部。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探讨，不代表所在单位观点。作者感

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 本文受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2017 年度重点课题“提高生产率对策研究”（A2017031007）资助。

2	“黑天鹅”事件是指难以预测且常被认为不会发生的事件，该事件一旦发生会引起整个市场十分负面的

连锁反应（塔勒布，2009）；“灰犀牛”式危机，是指发生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渥克，2017）。
3	我国 2005 年才开始正式试点资产证券化业务，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于 2009—2010 年期间中止了该

试点工作。

4	2012 年 5 月，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

的通知》，标志着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在经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正式重新启动。2013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要逐步推进信贷资

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金融机构资产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到了 2014 年年底，随

着银监会《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证监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备案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政策的陆续出台，资产证券化业务逐步完成了从以往事前行政审批制向事后备案制、注册制、

负面清单管理等监管规则的转变。这极大促进了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快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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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底，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存量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 11977.68 亿元。其

中，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产品存量为 6173.67 亿元，占市场总量的 51.54%（中

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证券化研究组，2017）。尽管近两年我国交易所市场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发

展势头更为迅猛，但基于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转型的发展要求，以及参考国外资产证券化的发

展经验 1，可以预期，在未来，信贷资产证券化将是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主要的发展方向和重要 

抓手。

在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研究方面，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郭桂霞等，2014），尤其是鲜有

文献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流动性风险进行考察。国外的影子银行体系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联系

十分紧密，两者表现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融合发展（徐文舸，2016）。我国自 2007

年以来，银行信贷出表规模不断增长，产生了大量按照资产证券化原理开展的“类资产证券化”

业务，包括同业业务、银信理财合作、银证合作、银基合作等，一般被笼统地称为影子银行体

系（谢平等，2016）2。这些业务活动以规避监管约束为目的，严重干扰了资产证券化的规范化

发展，最明显的体现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会计科目中相互腾挪。因此，有不少文献集中从影子银

行体系的角度来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研究（殷剑峰和王增武，2013；梁琪和涂晓枫，2017）3。随

着我国金融创新的日益发展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升，对银行信贷出表问题开始采取疏堵结合的

政策措施。未来，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将逐步“阳光化”，通过积极发展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主

的标准化业务，将大量非标准化资产转化为标准化资产，以此来更好地实现金融体系与实体经

济融资需求的对接（徐文舸和刘洋，2014）。同时，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也要积极吸取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刻教训，时刻警惕和有效防范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潜在风险（特别是

流动性风险），以避免重蹈此类“灰犀牛”式危机的覆辙。

本文试图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来描述信贷资产证券化容易导致流动性风险并引发危机的作用

机理，即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视角，研究商业银行“发起—分销”模式（Originate-To-Distribute，

OTD）如何导致部分银行（甚至是经营稳健的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而发生倒闭的整个过程。

1	以美国为例，抵押贷款证券是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最主要的证券化产品。截至 2016 年年底，抵押贷款

证券余额为 8.92 万亿美元，占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比重超过 80%。

2	类似的相关研究也认为，目前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是商业银行通过资产创造负债的会计手段创造信用

货币，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助货币转移途径扩张信用所共同形成的“银行影子”与“传统影子银行”，

其在信用货币创造中的占比已接近 20%（孙国峰和贾君怡，2015）。
3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子银行体系虽然没有发达国家的影子银行体系那样具有较长且复杂的金融链条，

但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商业银行紧密联系在一起，仍会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并逐渐

积累系统性风险（Ghosh 和 Otker-Rob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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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上述中心问题，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细介绍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 的“发起—

分销”模式；第三部分构建融入资产证券化的理论模型来描述信贷资产证券化容易产生流动性

风险并引发危机的作用机理；第四部分是文章的结论和监管启示。

二、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起—分销”模式

受上世纪 80 年代全球金融业自由化浪潮的影响，资产证券化业务顺势而发，并在近十几

年取得了十分快速的发展。以美国为例，1993 年全美商业银行共发起 227 亿美元的长期贷款，

其中资产证券化的规模只有 22 亿美元。而到 2006 年，全美商业银行所发起的 3150 亿美元长

期贷款中，经证券化的资产规模已高达 1250 亿美元，占比接近 40%（Bord 和 Santos，2012）。此外，

还有约 80%的次级抵押贷款也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来进行融资的（Gorton和Metrick，2012）。显然，

资产证券化市场在逐渐改变银行业旧有的运作模式（尤其是贷款发放模式）。其中，最为显著

的现象就是从以往传统的“发起—持有”模式（Originate-To-Hold，OTH）转向当前流行的“发起—

分销”模式（Originate-To-Distribute，OTD）。与 OTH 模式不同，OTD 模式下的商业银行将发

起的抵押贷款通过证券化的结构性融资手段重新包装成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抵押证券。

OTH 与 OTD 两种模式对于商业银行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一是融资上的差

异。OTH 模式通过调整存款利率以及依靠存款保险制度的支付承诺来吸引储蓄存款，而 OTD

模式则是凭借像短期国库券、长期贷款和证券化产品等各种类型的抵押品（collateral），并调

节相应的抵押品回购利率（repo rate）来进行融资。二是偿付能力（solvency）上的差异。OTH

模式遵守部分准备金制度，即按法定要求将存款的一定比例作为准备金持有，并在日常交易中，

为满足这一法定要求，经常性地借入和拆出部分准备金；此外，在紧急时刻也可以从中央银行

直接借入准备金。OTD 模式不受准备金制度的约束，而是通过回购交易中的扣减比例（haircuts）

保留资产的一部分来起到准备金的作用。但这一扣减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抵押品价

值的涨跌而发生变化（Gorton 和 Metrick，2010）。三是资产负债表上的差异。OTH 模式在表

内持有贷款到期，而 OTD 模式将表内的贷款打包，并进行证券化转移至表外出售，仅持有一

部分在表内用作抵押品来融资。

通过以上对差异的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参与资产证券化活动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

克服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而提高资产流动性，二是通过规避监管来扩大预期收益。通过结构化融

资安排，资产证券化实现了商业银行所持有的缺乏流动性的非标准化资产向具有流动性的标准

化资产的转变，同时也以信贷出表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规避了对资本等方面的监管约束

（Acharya 等，2013）。实证研究也证实，商业银行参与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程度与其资本充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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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和流动性比率呈负相关关系（Hänsel 和 Bannier，2008；Affinito 和 Tagliaferri，2010）。

资产证券化活动易产生和传播风险，同时隐含着爆发“黑天鹅”式和“灰犀牛”式两类

危机的市场风险。具体而言，一方面是资产证券化活动中所施加的杠杆（如融资保证金、扣减

比例等）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极易受市场环境的影响，有加剧市场恐慌与波动的特性。这表

现为：在市场向好的时候，特别是资产价格上涨而融资保证金下降之时，证券化活动倾向于

过度施加杠杆；而在市场受压之际（尤其是当出现“黑天鹅”式危机时），抵押品价值下跌且

融资保证金提高，则会导致其快速地去杠杆过程。另一方面是资产证券化活动易造成金融传

染（contagion）。特别是在市场环境趋紧、流动性面临短缺的时候，结构性融资的复杂性会使

部分银行出现的流动性风险压力加快向其他经营稳健的银行扩散，再加上市场上向安全投资逃

离（a flight to quality）、大幅甩卖（fire sales）等的叠加影响（Bernanke 等，1996；Shleifer 和

Vishny，2011），更容易造成大规模的金融传染效应，最终导致爆发“灰犀牛”式危机。

三、信贷资产证券化流动性风险的理论模型

以下拟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来描述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容易产生流动性风险并引发危机的作

用机理，即从资产证券化的视角，研究商业银行 OTD 模式如何导致部分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

而发生倒闭的过程。

为便于说明，笔者将融入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理论模型设定在银行体系局部均衡的考察范畴

之内，并且主要从单个银行与银行间市场来分别展开论述 1。其中，银行的运作模式（包括资金

来源和资金运用）表现为：银行的资金来源既可以从存款人那里吸纳，又可以利用抵押贷款证

券从资产证券化市场借入；银行的资金运用，可以是向借款人发放风险贷款，或者以自营方式

进行投资。这便涉及到商业银行 OTH 和 OTD 的两种运作模式。

（一）OTD 模式下的银行风险

1. 扣减比例的决定

一般而言，银行 i 会持有超过证券化价值的流动性，即 OTH 模式下的资产价值超过 OTD

模式下的资产价值。其数学表达式为：

( ) ( ) ( )( )1 1 1 1t t
i i i iq p v q p h rλ− + − ≥ − +   （1）

其中， iλ 为银行 i 资产组合中用于贷款的部分，而1 iλ− 为银行 i 资产组合中持有现金的部分，

qi 为银行 i 发行抵押贷款证券的数量，r 为在货币市场上利用抵押贷款进行展期融资的利率水平，

1	关于一般均衡的研究可参见 Pinna（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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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为在时期 t 该抵押贷款证券的市场价值，v 为在市场最糟糕的环境下抵押贷款证券价格的下

跌程度。因此，该不等式左边表示在时期 t 银行在 OTH 模式下所持有的现金与抵押贷款证券

的市场价值之和，右边表示在 OTD 模式下该抵押贷款证券展期（roll-over）时所产生的现金流。

在不等式（1）基础上，给定 , , tr v p 以及银行的资产组合 ( )1 ,i iλ λ− ，解得抵押贷款证券的

扣减比例（haircuts） ih 的最小值为：

( )
( )

1
1 1

i
i t

i

r vh
r q p r

λ−+
= −

+ +
 （2）

在资产证券化市场上，对抵押贷款证券进行展期的银行面临一种权衡，即是采用更高的扣

减比例来对冲风险还是在更多的本金数量上赚取利息。为此，等式（2）的结果为最优值。

另外，由不等式（1）解得抵押贷款证券价格下跌的最大幅度 v 为：

( ) ( )( )0

1
1 1i

i
i

v h r
q p
λ−

= − − +                                                  （3）

2. 贷款数量与扣减比例的关系

在期初 0t = ，银行 i 的预算约束为

( )0 1i i i iq q p hλ≤ + −                                                           （4）

该不等式表示银行 i 发起抵押贷款证券的总量约束不应超过发起的贷款数量与该抵押贷款

证券再融资的数量之和。

因此，可以解得 qi 的最大值为：

( )01 1
i

i
i

q
p h
λ

=
− −                                                         （5）

给定 p0，将等式（5）代入等式（2），解得扣减比例的决定式为：

( ) ( )( )
( )

0 0

0

1 1
1

i i
i

i

p r v p
h

p r
λ λ

λ

+ − − −
=

+
                                           （6）

同理，将等式 (5) 代入等式 (3)，解得 v 的决定式为：

( ) ( )
( )( )

0

0

1 1 1
1 1i i

i
i

p h
v h r

q p
λ  − − − = − − +       （7）

命题 1：随着银行发起贷款数量 iλ （或进行风险投资）的增加，扣减比例 ih 也会相应提高，

以对冲风险，即 / 0i ih λ∂ ∂ > 。

对等式（6）求偏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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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0 0

20

1 1
0

1
i

i i

p r p r vh
p rλ λ

− + + +∂
= >

∂ +
                                       （8）

该命题表明，银行发起贷款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其风险水平的相应提升，从而促使其通过

抵押贷款证券展期融资上的扣减比例上升，来对冲这一风险水平的增加。

命题 2：随着扣减比例 hi 的增加，抵押贷款证券将面临未来价格可能更大幅度的下跌，即

/ 0iv h∂ ∂ > 。

对等式（7）求偏导，得到：

1 0i
i

v r
h

λ∂
= + >

∂
 （9）

由此可见，OTD 模式通过增加扣减比例的方式来对冲风险，但这并未能起到有效控制和

降低风险的作用，抵押贷款证券可能将面临未来价格更大幅度的下跌，各类风险（尤其是流动

性风险）仍潜藏在银行业和金融体系之中，并且在某一特定时刻，仍具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

鉴此，下面将对整个银行间市场来进行探讨。

（二）OTD 模式下的银行间市场风险

1. 贷款收益与抵押贷款证券的市场价格

对于银行 i 而言，假设在出借贷款前，其所预期的收益服从正态分布，即 ( )2, bb N b σ% ~ ，

特别是银行 i 平均收益水平 ib 正好能够抵消融资成本（如扣减比例、展期融资的利率等）。据此，

抵押贷款证券的预期平均收益相比期初所表现出的升值幅度为：

0

0
i

i
b p

p
δ −
=                             （10）

不过有的时候，收益水平 b 受不同风险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小于 ib ，即 ib b< 。因此，抵押

贷款证券的升值幅度表现为 b iδ δ< ，其中，
0

0b
b p

p
δ −

= 。这表明，在风险较高的时期，银行

所持有的抵押贷款证券的升值幅度要低于之前所预期的平均收益变化水平，这便容易导致流动

性不足（insolvency）的问题。

对于整个银行间市场而言，通常会存在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部分银行仍能得到来自市场

的融资，其流动性可以得到保证；另一种状况则是，部分银行因使用杠杆过度而无法保证稳定

的流动性（发行抵押贷款证券数量越多的银行，即是采用杠杆率过高的银行）。

假设整个银行间市场拥有 n 家银行，其所提供的抵押贷款证券的总体数量为
1

n

i
i

Q q
=

=∑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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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银行（这里有 ( )n k− 家）能得到市场所提供的流动性为
0

1

n

i
i k

L p q
= +

= ∑ ，而剩下的 k 家是流动

性不足的银行。

同时，令 nowp 表示货币市场投资者能为抵押贷款证券所开出的市场价格（cash-in-the-market 

price），此时，该市场价格可表示为市场流动性与抵押贷款证券数量的比值，即：

  

0

1

1

n

i
now i k

n

i
i

p q
Lp
Q q

= +

=

= =
∑

∑
  （11）

很显然，当出现

0

1

1

n

i
i k
n

i
i

p q
b

q

= +

=

>
∑

∑
的时候，市场价格 nowp 便有低于平均收益水平b 的情形。

命题 3：过度使用杠杆的银行家数越多（或流动性不足的银行所发行的抵押贷款证券的数

量越多），则抵押贷款证券的市场价格与平均收益水平的差距就会越大。

0 0
1 1

1 1 1

1 1

n n

now i i
i k i k

n k n

i i i
i i i k

q q
b p p p

b b bq q q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由上式可知，在
1

n

i
i k

q
= +
∑ 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当

1

k

i
i

q
=
∑ 越大的时候，Q 就会越大，因此，市场

价格
nowp 会越低，进而

nowb p
b
−

就会越大。

该命题表明，部分银行越是过度地使用杠杆，抵押贷款证券的市场价格下降得越快，且其

与平均收益水平的差距也会变得越大。尽管资产的总体供应没有增加，但由于部分银行的流动

性不足会抑制整个市场所提供的流动性，进而导致抵押贷款证券的市场价格大幅下滑，并会拉

大其与实际收益水平的差距。上述现象也类似于对某种资产的甩卖（fire sales）。

2. 风险传染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抵押贷款证券市场价格的大幅下滑，那些经营稳健的银行也会受到类

似流动性冲击的金融传染（Contagion），严重时甚至也会因此而发生倒闭。

命题 4：在 OTD 模式下，当出现抵押贷款证券的市场价格低于银行最初预期的平均收益

水平时，那些经营稳健的银行也会因缺少流动性而发生倒闭。

一方面，经营稳健的银行 [ ]1,j k n∈ + 需要定期向存款人等融资对象履行的支付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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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ment）为：

( ) ( )( )01 1j j j j jc q p h rλ δ= − + − −   （13）

其中，
0

0
j

j

b p
p

δ
−

= 。

另一方面，经营稳健的银行所持有的当前流动性则是：

( ) ( )( )01 1j j j j nowl q p h rλ δ= − + − −   （14）

其中，
0

0

now

now
p p

p
δ −

= 。

如果抵押贷款证券的市场价格低于经营稳健的银行最初预期的平均收益水平（
now

jp b< ），

就会直接导致前者的升值幅度低于后者（ now jδ δ< ）。这就意味着，经营稳健的银行也将不能

如期正常履行支付承诺，即 j jl c< 。

四、研究结论和监管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理论模型解析了 OTD 模式导致部分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使

那些经营稳健的银行也会因缺少流动性而发生倒闭的整个过程。由此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对于

单个银行而言，OTD 模式并未起到控制和降低风险的作用，只是通过增加扣减比例的方式进

行风险对冲，因而抵押贷款证券仍可能面临未来价格更大幅度的下跌，也意味着风险仍潜藏在

银行业和金融体系之中，并没有消除在某一特定时刻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二是对于银行间市场

而言，部分银行的流动性不足会抑制整个市场所提供的流动性，进而出现对抵押贷款证券的甩

卖现象。特别是当该抵押贷款证券市场价格低于银行最初预期的平均收益水平时，那些经营稳

健的银行也会受到金融传染的影响，甚至会因缺少流动性而发生倒闭。

银行间的流动性风险始终是高悬在市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论是何种资产证券

化产品或工具以“黑天鹅”事件触发危机，其本质还是在于导致爆发“灰犀牛”式危机的流动

性风险。针对商业银行 OTD 模式，其初衷可能是要克服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进而提高资产流

动性，但结果却是加剧了市场恐慌与波动，更容易导致和传播风险。鉴此，笔者认为，监管当

局和市场参与者需要时刻警惕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流动性风险，越是及早预防并应对风险，

事后的损失就会被控制得越小。

（二）监管启示

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方兴未艾，但整体市场的发育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基本

的业务尚在不断摸索和试错过程中。这就要求我国的监管当局在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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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如果直接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较为严苛的监

管规则，则可能矫枉过正而因噎废食，导致创新不足、市场封闭，反而不利于国内资产证券化

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薛洪言，2014）；另一方面，如果监管当局过于强调创新，一味迎合市场

主体不恰当的便利要求和不稳健的增长目标，以至于忽视对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审慎管理，则会

导致系统性风险的不断积累，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谢平等，2016）。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

随着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进入常规化发展轨道，在发行规模不断增长，产品结构日趋多元化的

同时，确实也催生了相应的风险，如 2016 年发生的国内首单企业资产证券化违约事件。该违

约事件是因基础资产受市场环境影响导致资产证券化产品到期无法兑付，增信措施也无法落实，

进而引发流动性风险 1。鉴此，我国在发展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监管当局需要重视对系统性风

险的监管，同时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监管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探索出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资

产证券化监管方案（郭海瑞，2017）。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两个层面入手，

改进目前资产证券化（尤其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管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在宏观审慎层面，监管当局应构建起统一协调、规范运作的监管规则。一是要积极推进资

产证券化的法律制定，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在上位法的层面，可以考虑制定类似日本的《资

产证券化法》，系统规范各类资产证券化活动；在与现有法律相匹配的层面，逐步完善修订《商

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会计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真实销售、破产隔离”的认定

条件，确立特殊目的机构（SPV）的法律地位，并研究、解决目前发展资产证券化所遇到的现

实障碍和棘手问题。二是加强监管协调合作，形成跨机构、跨产品和跨市场的有效监管。为避

免目前“分业监管、混业经营”导致的监管套利、监管真空、监管掣肘等问题，应加快构建起

适应金融综合性经营的监管框架。尤其是通过整合监管资源，设立资产证券化的专职监管机构，

以此实现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的统一监管格局。三是重视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降低发生

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除了要践行《巴塞尔协议Ⅲ》，加强对资本监管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的监管之外，还应针对当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整体流动性并不活跃的问题（如 2017 年上半

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现券结算量和换手率分别同比下降 26.92%、6.76%，反映出二级市场存在

一定的流动性风险），进一步鼓励各类机构投资者（包括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交易型

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丰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和交易类型，促进一、二级市场联动。

在微观审慎层面，监管当局应遵循激励相容的原则对资产证券化实施全流程监管。一是要

明晰基础资产的构成边界，审慎把控证券化产品的结构设计。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要求限制过

度证券化行为，防止交易链条的过度延伸；产品结构设计要能穿透底层资产和参与者，以便识

1	首单违约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大成西黄河大桥通行费收入收益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优先 A 档“14 益

优 02”）到期未发布兑付公告，优先 A 档计划的发行金额为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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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产品风险和最终风险收益承担者。二是完善风险资本计提标准和风险自留规则，着力化解发

起机构存在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等激励问题。特别是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一方

面，要进一步改进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提规则，要求持有不少于一定比例的流动性

资产，并限制其杠杆率水平；另一方面，在现有风险自留规则之下，根据基础资产的实际情况，

酌情设置风险自留豁免机制，如对高质量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可给予适当的风险自留

豁免，以此来调动发起机构的积极性和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三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对市

场中介机构的有效监督。目前所推行的备案管理和注册发行，要求市场中介机构承担起信息披

露、信用评级等重要事项的监督职责，而监管机构则转向顶层设计，对上述市场基础设施进行

完善和监管。其中，在信息披露上，为保证信息对称和透明度，要建立完善的资产证券化信息

披露规则体系，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规范化、标准化和机器可读程度，满足第三方估值中介

机构的查询分析需求，最终实现基础资产的逐笔披露；在信用评级上，规范市场从业准入标准

和门槛，建立市场声誉评价机制，进一步提高信用评级的透明度和可靠性，以促进整体市场信

用环境的改善（福建银监局南平分局课题组，2015）。

参考文献

1. 福建银监局南平分局课题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流动性风险及监管模式研究——基于系统协同

论视角的分析，金融监管研究，2015 年第 12 期，16-30。

2. 郭桂霞、巫和懋、魏旭和王勇，银行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自留监管：作用机制和福利效果，经济学季刊，

2014 年第 3 期，887-916。

3. 郭海瑞，我国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中监管趋势研究——以国际经验为借鉴，国际金融，2017 年

第 9 期，25-33。

4. 梁琪和涂晓枫，银行影子的发展及其运作模式探析，金融论坛，2017 年第 4 期，3-12。

5. 米歇尔 • 渥克，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信出版社，2017 年。

6. 尼古拉斯 • 塔勒布，黑天鹅，中信出版社，2009 年。

7. 孙国峰和贾君怡，中国影子银行界定及其规模测算——基于信用货币创造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11 期，92-110。

8. 谢平、纪志宏、徐忠和邹传伟，银行信贷出表及其对信用债券市场的影响，新金融评论，2016年第3期，

41-56。

9. 徐文舸，全球视角下的影子银行体系——以证券化为例，国际金融，2016 年第 11 期，70-77。

10. 徐文舸和刘洋，中美两国的资产证券化：兼谈金融创新与债务危机，国际金融，2014 年第 11 期，

74-80。

11. 薛洪言，当前信贷资产证券化相关制度的反思——基于美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经验教训，新金融，

2014 年第 10 期，24-27。

12. 殷剑峰和王增武，影子银行与银行的影子：中国理财产品市场发展与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32017 年第 11 期

2013 年。

13.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证券化研究组，2016 年资产证券化发展报告，www.chinabound.com.cn，

2017 年。

14. Acharya, V., P. Schnabl, and G. Suarez, Securitization without Risk Transfe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3, Vol.107, 515-536.

15. Affinito, M., and E. Tagliaferri, Why do (or did) Banks Securitize Their Loans? Evidence from Italy,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0, Vol.6, 189-202.

16. Bemanke, B., M. Gertler, and S. Gilchrist,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6, 78(1), 1-15.

17. Bord, V., and J. Santos, The Rise of the Originate-To-Distribute Model and the Role of Banks i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12, Vol.18, 21-34.

18. Ghosh, G. and I. Otker-Robe, Chasing the Shadows: How Significant is Shadow Banking in Emerging 

Markets?, World Bank-Economic Premise, 2012, Vol.88, 1-7.

19. Gorton, G., and A. Metrick, Haircut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2010, Vol.11, 507-520.

20. Gorton, G., and A. Metrick, Securitiza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2.

21. Hänsel, D., and C. Bannier, Determinants of European Banks’ Engagement in Loan Securitization, 

Deutsche Bundesbank, Research Centre, 2008.

22. Pinna, A., Indirect Contagion in an Originate-to-Distribute Banking Model,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t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ozen, 2014.

23. Shleifer, A., and R. Vishny, Fire Sales in Finance and Macro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1, Vol. 1, 29-48.

Abstract:This paper develop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potential risks of banking asset securitization 

and studies how the "Originate-to-Distribute"(OTD) model of commercial banks triggersliquidity risk. We find 

that for a single bank, the OTD model does not play a role in controlling and reducing risk; it only hedges the risk 

by adjusting the haircuts. However, the prices of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are likely to face a more substantial 

fall and the risk remains in the interbank market. For the interbank market, the illiquidity of some marginal banks 

will inhibit the market liquidity, especially when the market prices of the securities fall below the bank's initial 

expected average return, even stable banks will also be affected by financial contagion.

Key Words: Securitization; Liquidity Risk; Originate-to-Distribute; Haircuts; Prudential Supervision

（编辑：刘子平，校对：赵京）



94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状、问题与制度设计 总第 71 期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状、问题与制度设计

王　冲 1

摘要：随着我国地方金融组织不断增加和新型金融业态迅速发展，地方性金融风险逐渐暴

露，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区域性、系统性风险防控压力不断加大，地方金

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的紧迫性日益加大。本文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发展现状、

改革探索与潜在问题，发现我国地方金融监管在理顺监管职责、健全监管协调机制、落实监管

责任、强化监管问责等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为进一步健全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我国应进

一步明确地方政府防控地方金融风险和实施地方金融组织监管两大职责，并改革完善地方金融

监管体制、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和优化地方金融生态。

关键词：地方金融监管；监管协调；监管有效性；金融稳定

一、引言

地方金融监管是指地方一级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在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统一领导下，依

法在一定权限内，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方金融组织 2 实施各项监督和管理措施。近年来，

随着地方金融的快速发展和风险防范压力的增大，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仍显滞后，这成

为当前制约地方金融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7 年 7 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指出，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

险处置责任，这为我国未来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重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是一个

长期复杂的过程，在此改革框架下，如何细化体制机制设计，仍需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目前对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应构建“统一领导、

1	王冲，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联系方式：dr_cw@sina.com。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思考，

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

2	本文的地方金融组织包括未经“一行三会”批设的民间金融小贷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等由地方政府

金融管理部门审批并监管的民间金融机构；在工商、农业、商务等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投资公司、典当、

农民资金互助组织、P2P 网贷等准金融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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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明晰、责权一致、协调配合、运行高效”的双层金融监管体制（刘克崮，2013；王英等，

2013；蓝虹等，2014）。在此监管框架下，一是应回归以“监管为重”的本位。要以监管为重，

并保持地方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刘志伟，2016），可将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从金融办分离，

组成统一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周春喜和黄星澍，2014）。二是坚持市场化理念。应坚持尊重

市场特点，以协调、引导为主（邹勇等，2016；吴弘，2016）。三是权责对等。与地方政府的

风险处置责任相匹配，应赋予地方监管部门适当的金融监管权，构建横向统合、纵向分权的

监管模式（段志国，2015）。为确保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有效运作，在具体的机制设计上：一

是应实现中央和地方两级监管部门的统筹与协调（蓝虹等，2014），可建立重要金融信息互通

互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金融工作会商制度（武晨，2013）。二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使地方政府主动承担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处置职责（杨子强，2014）。三是建立防止地方金融监

管权被干预或滥用的程序控制机制（刘志伟，2016）。四是加强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风险预警

及处置能力，如建立地方金融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完善地方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地方金融风险

处置基金等（吴弘，201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整体较为松散，尚未形成研究体系，难以

构建一个完整、可操作性强的制度设计方案。鉴此，本文将聚焦研究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

现状、问题和完善路径，后文全面梳理分析了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现状，并以 X 省

为例研究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探索实践和后续问题，进而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

监管体系提出具体的改革路径。

二、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发展现状

随着地方新金融业态的兴起， “一行三会”主导的中央垂直监管模式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

难以对地方金融风险做出有效的防控。2002 年以来，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地

市开始相继设立地方金融服务办公室，加强地方金融监管，维护地方金融健康发展。

（一）分级设立金融办，作为地方金融监管的主体

2002 年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设立后，各地政府（省、市、县三级）纷纷开始设立金融

服务 ( 工作 ) 办公室，以金融办为主要载体的地方金融监管格局初见雏形。金融办最初的定

性为协调中央和地方监管之间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提供事务性和服务性工作。由于多数

金融办部门性质为政府办公厅的挂靠机构，权力和人员编制上均存在不足。自 2008 年起，

中央开始对地方政府进行机构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金融办的独立性开始增强，各地金

融办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等方面均得以提升。其中，部分金融办完成部门性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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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利于强化监管权限以及扩充人员编制，如 2009 年广东金融办由金融服务办公室更名

为金融工作办公室，并从省政府办公厅的挂靠机构升级为政府直属机构；2016 年长沙市

金融办由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政府工作部门等。也有部分金融办升级为金融局，如 2009

年北京金融办升级为金融工作局。升级为金融局后，其工作更有实质性，相应的监管权力

和人员编制均得以改善，监管独立性得到提升，监管事务方面也更为清晰。总体来看，目

前各地金融办改革向着强化监管职能的方向发展。

随着改革的推进，地方金融办在设置上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虽然部分金融办进行了

改革，但仍有一些金融办的部门性质为挂靠机构或者直属事业单位，尤其在市、县两级，

金融办的性质差别较大（见表 1），职能定位也不够清晰；二是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在地

方的派出机构不同，金融办仅存在于省、市、县三级，在中央层面尚未设置上级归口管理

部门。

表 1：地方金融办设置模式

级别 地区 部门性质
机构和人员

编制
隶属关系

省级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辽宁、吉林、上海、安徽、江西、山东、
河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宁夏、

新疆、

政府直属机构 行政 政府

江苏（2017 年 9 月提出改为省政府
直属机构）

直属事业单位 事业 挂靠政府办公厅

浙江 直属事业单位 事业 政府

黑龙江、福建、湖北、广西、海南、
重庆、贵州、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
常设挂靠机构 行政 挂靠政府办公厅

副省级 
及市级

南京、杭州、济南、福州、昆明、武汉、
长沙、南昌、深圳、大连、温州等

政府工作部门 行政 政府

合肥、台州、丽水、瑞安、都匀等 直属事业单位 事业 政府

宁波、扬州、佛山、宜昌、宿迁、
珠海等

常设挂靠机构 行政 挂靠政府办公室

梧州、安庆等 常设挂靠机构 行政 挂靠财政局

哈尔滨、芜湖、辽阳、南通等 常设挂靠机构 行政 挂靠发改委

盘锦等 常设挂靠机构 行政 挂靠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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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级

济宁嘉祥县、新乡县等 政府工作部门 行政 政府

嘉兴海盐县等、温州永嘉县等 直属事业单位 事业 政府

南阳镇坪县、 
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等

常设挂靠机构 行政 挂靠政府办公室

成都金堂县、湖州德清县等 常设挂靠机构 行政 挂靠发改局

独山县等 常设挂靠机构 行政 挂靠国资委

宿迁滨湖区、芜湖无为县等 常设挂靠机构 行政 挂靠财政局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金融办网站的文件和资料整理。

（二）明确地方监管职责，充实地方金融监管权力

随着一些地方金融组织的发展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职责的逐渐明确，中央将部分监管权逐

步下放地方政府。2004 年，农信社的管理权交予地方政府，各省成立信用联社代替省政府实

施行业管理；2006 年以来，国务院两次出台文件将地方金融风险处置工作职责交予地方政府；

2008 年，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和监管下放给地方政府；2009 年，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准入及监

管权下放给地方政府；2011 年，资本规模小于 5 亿元人民币的股权投资公司的管理由地方政

府相关部门负责；2012 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将区域性小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

赋予地方政府。2014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的政策文件，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提出要加强职能转变和

制度机制建设，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工作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

监管权力逐步下放后，地方政府的监管逐步向权责对等发展的同时，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

题：一是监管权力相对分散。对于下放的监管权限，多数由地方金融办代表地方政府执行，但

也有部分监管权分散在各个部门，如商务厅负责管理典当行、中小企业局负责管理融资性担保

公司等。二是金融办集“监管”和“发展”于一身。所有省市金融办的职能都涵盖了在本地制

定和实施金融法规和发展规划、统筹协调金融机构、统筹本地企业融资等（见表 2）。比较特

殊的是四川和新疆，将本应由国资委进行监管的地方金融国资的监管权限托管给了金融办 1，可

以说地方金融办尚不属于一个纯粹的监管机构。此外，就目前而言，中央对地方政府监管权力

下放仍不充分，尤其是在对部分地方金融组织和机构的监管上2，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较为模糊。

1	2016 年 6 月，上海市属金融企业统一监管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对市属金融企业终止委托监管，企业国有

资产监管关系从市金融办调整至市国资委。

2	例如，对目前农村各种形式的信用互助组织监管上，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划分仍相对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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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部分省市金融办职能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贯彻执行
金融政策

和法律法规

拟定地方
金融业发
展规划

协助
金融监管

统筹
协调金融
机构发展

统筹
企业融资

监管
金融国资

金融人才
队伍建设

小额贷款
公司监管

北京 P P P P P P P

天津 P P P P P P

辽宁 P P P P P P

上海 P P P P P
P

2016 年
6 月前

P P

江苏 P P P P P P

浙江 P P P P P P P

山东 P P P P P P P

广东 P P P P P P

广西 P P P P P P

重庆 P P P P P P

四川 P P P P P P P P

陕西 P P P P P P

甘肃 P P P P P P

新疆 P P P P P P P

宁夏 P P P P P P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金融办网站资料整理。

（三）出台规范性文件，为地方金融监管提供依据 

目前，仅有少数省市颁布了关于地方金融监管的规范性文件。 2013 年以来，天津市、山

东省和河北省先后出台了有关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规范性文件。整体来看，我国地方

金融监管从制度建设方面呈现出两方面特征：一是所出台的金融监管规范性文件通常以政府规

章制度的形式颁布；二是一些地区的规范性文件中涉及的监管内容比较粗糙，在地方监管的具

体操作上，出台的相应细则仍较少。

综合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状来看，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是金融办缺少归口管理

部门，这使其与中央监管部门的协调方面存在困难，难以防范和处置系统性风险；二是部分金

融办作为政府办公厅的挂靠机构或直属事业单位，在监管权限和人员编制上很难承担地方金融

监管责任；三是金融办职能定位模糊，存在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干预以及监管专业性不足等问题；

四是地方监管权力分散，导致“九龙制水各管一头”情况的发生，监管空白与重复并存；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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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法律层级较低，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探索

本部分将结合我国 X 省的地方金融监管探索实践，分析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动态以

及后续方向。近年来， X 省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政策文件以及关于建立健

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具体政策。这标志着该省开始了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探索，政策中

明确了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责，以及地方金融监管的体制机制、监管方式和组织实施等，该

省采取在金融办外加挂牌地方金融监管局的方式，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地方金融监管体制。

在前期改革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该省实施了省级金融监管条例，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将地方金融

组织纳入监管范围。

（一）改革探索实践

为了深入考察 X 省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情况，2017 年 6 月，笔者对该省内地方金融监管部

门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赴实地开展调研。根据调查，该省的地方金融监管采取以省维护金融稳

定工作领导小组为领导、“一行三会”派出机构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地方

金融监管权限分属以下部门：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监管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

信用互助业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民间融资机构、区域性交易市场；发改委（局）负责管理各

类股权投资公司、投资基金、企业债；商务厅（局）负责典当、融资租赁公司的审批与监管。

此外，X 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对全省农信社系统（农商行、农合行和农信社）行使行业管理

职责；省农业厅参与对全省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的监管；省供销合作社系统等部门负责对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进行审批（见图 1）。

图 1：省地方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框架



100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状、问题与制度设计 总第 71 期

1. 建立地方金融监管局为主体的金融监管体系

截至 2016 年末，全省市县区都完成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设置，并挂牌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除个别市的金融监管部门为事业单位以外，绝大多数地区的金融监管部门都列入了行政

序列或纳入参公管理。从监管工作人员的情况来看，全省地市级金融监管部门内设科（处）室

从 4-9 个不等；人员编制从 13-39 人不等，平均年龄为 36 岁；总体以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为主，

占全部工作人员的 85.9%。

2. 将主要地方性金融机构基本纳入监管范围

截至 2016 年末，全省地市级地方金融监管局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民间融资

机构、开展权益类交易和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农民专业合作社、私募投

资管理机构等几类机构做到了监管全覆盖。

3. 完善地方新型金融组织管理办法

一是 X 省发布了有关规范民间融资机构的具体政策，对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和民间融资登

记服务公司的设立、监管和风险防范进行了规范。二是制定了该省权益类交易场所管理的相关

规范性文件，对权益类交易场所的监督管理、批准程序、法律地位等内容予以规范和明确。三

是发布了关于开展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试点的指导文件，明确了试点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试点条件、主要内容和组织保障，对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 明确规定地方金融监管的范围、职责和方式

一是明确监管范围，将现阶段地方金融监管的范围规定为中央驻 X 省金融监管部门法定

监管范围之外的新型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包括从事相关地方金融活动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

担保公司、民间融资机构、开展权益类交易和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的交易场所、

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私募投资管理机构和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授权省人民政府监

督管理的从事金融活动的其他机构或者组织。二是明确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即贯彻执行国家金

融工作方针政策，依法制定地方金融监管规则和办法；依照权限审核审批新型金融组织和交易

场所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对交易场所的业务规则、业务活动、交易品种和市场

参与者进行监管；依照权限对新型金融组织，交易场所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

资格管理，开展从业人员资格认定；对新型金融组织、交易场所的业务情况及其风险状况进行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组织开展年审和分类评级，建立监管信息系统；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地

方金融风险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及时处置风险，有效防范风险蔓延；对新型金融组织、交易场

所的自律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三是明确监管方式，要求注重现场监管，强化定期执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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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完善非现场监管措施，搭建信息数据平台进行信息化监管，实现对地方金融组织和机构的

全面动态管理。

5. 履行对地方金融机构设立审批及部分禁止性监管职责

根据调查，该省各地方金融监管局在设立审批方面做到了较好的履职，对部分合规经营

的事中监管事项也基本履职到位，如各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

合规经营的“三条红线”（不得吸收公众存款、不得发放高利贷以及不得暴力逼债三条高压线）

等监管到位。

6. 部分地市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为加强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沟通协调，多个地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人民银行等部门建

立了金融稳定联席会议及类似工作机制。如某城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作为省内第一个挂牌成

立的市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牵头当地人民银行和银监分局等部门成立了市民间融资机构设

立可行性委员会，对民间融资机构的设立进行了可行性评估。

（二）后续改革问题

由于 X 省开展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时日尚短，在监管框架搭建后，后续还存在一些

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1. 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缺乏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

目前，前述的省级金融监管条例仍缺少上位法，仅为地方性法规。该条例中对相关监管条

款作了原则性和框架性的规定，并赋予了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一定的监管权力，也给予了相应的

法律支持，但条款具体应如何实施，在实际工作中还难以把握。虽然 X 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

陆续又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和细则，但总体而言，地方性规章制度、指导意见的比重过大，

实施起来仍缺乏制度的权威性。

2. 进一步填补民间融资以及金融新业态监管空白

2013 年末，X 省在全省逐步推开民间融资的规范引导工作，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机构和秩序，

促进民间资金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然而，受限于民间融资透明度低、随意性大等因素，所

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并未将非登记类的民间融资行为纳入监管范围。另外，对于近年来迅

猛发展的 P2P 网贷平台、投资咨询公司等新业态，除了做工商登记管理外，X 省与全国其他地

方一样尚未明确其监管主体。

3. 破解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履职的制约条件

一是人员数量不能满足管理需求。地市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内设科室多在 4-9 个，每个科

室大致配有 3 名工作人员。多数县（区）级金融监管机构及队伍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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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区）级金融监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并未单设，编制和人员尚未完全到位。截至

2016 年末，调查所覆盖的地区中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人员未满编的地市就有 7 个，累计缺口 41

人。二是现有人员缺乏从事金融管理工作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对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准入

管理、合规管理等监管手段还不熟悉，日常工作仍停留在简单的审批工作上。截至 2016 年末，

X 省地市级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中，有金融业从业经验的仅占到 32.8%，无法满足金

融专业监管的要求。三是监管手段有限。地方金融监管局主要采用非现场监管，对现场检查规

定不明确，遇到群众举报需要查处非法金融活动时，由于缺乏明确规定和执法依据，难以开展

现场检查，只能与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监管效率较低。

4. 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一是与“一行三会”及其派出机构的沟通机制有待完善。当前 X 省内传统金融机构风险

状况信息由“一行三会”的派出机构掌握，各类新型金融组织的业务信息则由各级地方金融监

管部门掌握，各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金融管理职能，彼此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导

致监管合力不足。X 省内多个地市此前成立了金融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或金融稳定联席会议），

但其作用主要是在金融风险事件爆发后，由其牵头负责处理风险事件，或是分析地方金融运行

情况，研究如何争取金融机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等，对地方金融监管事务统筹与管理

的力度不够。同时，由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缺少上级归口管理部门，因此在与中央金融监管部

门的沟通协调方面也存在不足。二是地方金融监管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前述出台的相关文件提

出建立地方金融数据监测系统以加强监管信息的交换与整合，同时也强调做好风险预警、评估

和处置工作，避免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但由于金融统计体系、风险监测制度体系不健全，

因此数据采集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受限，无法及时监测地方金融的运行。三是在 X 省现有的金

融监管法律体系中，缺少对地方金融监管和危机应急处置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对于小额贷款公

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众多新型金融组织，尚未建立明确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和相关风险救助体

系，缺少稳定基金或风险准备金等风险缓释措施。

5. 进一步厘清中央与地方权责不清的问题

面对地方较高的金融风险监管成本和较快的发展速度，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在自身权责不明

确和出于基层监管力量不足考虑的背景下，会做出两方面的选择，一是提高正规金融的审批设

立标准 1，加大此类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力度；二是基于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原则，将部分符

1	如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批设的正规的资金互助社为 49 家，这些非正规金融以正规金融的形式设立，出

于风险控制的考虑，2013 年后已停止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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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条件的地方非正规金融正规化，发放正规金融牌照，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1。对于民间自发形成

的非正规金融的监管，应明确由地方政府负责监管，目前中央和地方之间权责不清的问题，不

利于这些民间金融组织的健康发展。

四、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构想

根据 2017 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结合目前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现状以及改

革中存在的问题，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机制设计中，应在坚持中央统一事权原则、监管权责一

致原则、发展监管分离原则以及压实属地责任原则的基础上，明确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防控地方

金融风险和实施地方金融机构管理的两项职责，通过明确监管职能、健全监管协调机制、落实

监管责任、强化监管问责，逐步构建起现代高效的地方金融监管制度框架，使地方金融监管成

为中央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 2）。

图 2：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架构设想

（一）明确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

1. 赋予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立法权，规范地方金融监管权限

应加快推动国家和地方层面立法，明确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法律授权，解决地方金融监

管中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加快推动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上位法出台，发挥上位法

对地方法律的统领和推动作用，使监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在地方层面，在上位法

1	如农信社加速银行化转型、村镇银行数量快速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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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出台的背景下，国家应授权地方金融立法权，由地方制定出台省级金融监管条例及细则，

对地方金融监管权限在制度上予以规范，特别是应授予地方金融监管的执法权，对地方金融主

体开展日常和专项管理。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的地方金融条例已初步实现了对地方

金融监管权力的规范，但由于部分规定仍缺乏相应的细则解释，具体操作上仍存在一定的困难，

未来应尽快出台地方性法规的相关实施细则。

2. 改进地方金融机构管理机制，明确地方监管职责范围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在中央金融监管的指导和规制下，改进完善管理机制，明确监管的职

责范围。一是对于地方批设的金融组织和机构，统一归口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管理。对于由地方

政府审批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股权市场、典当行等金融组织和机构，应

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统一指导的前提下，明确由地方监管部门实施监管。适当整合地方金融监

管职权，将分散在地方经信委、商务厅和农工办等部门的地方金融审批权、监管权统一划归地

方金融监管局，以实现对属地风险的高效监管。二是对于未经审批的金融活动，应明确由地方

金融监管部门监管。摒弃“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的现行做法，即便没有经过监管部门审批，

只要关系到属地风险的金融活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均应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强化属地风险处

置责任，切实避免出现监管盲区。三是对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等持

牌机构，应由地方金融监管局协助配合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管理。存款类金融机构纳入存款保险

制度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主要在存款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考虑到地方政府的

属地风险责任，即便在存保制度覆盖范围内的风险，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协助处置并承担部

分职责。四是对各类地方金融组织和机构实施统一穿透式监管，将所有金融业务纳入监管，全

流程监管地方金融组织和机构的业务和行为，从根本上消除监管真空、监管重叠和监管套利。

3. 优化地方金融监管资源配置，加强地方金融监管能力建设

为避免地方发展冲动带来的道德风险，在机构和人员配置上，应以发展和监管职责分离为

原则，致力于提高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专业化监管水平。在优化机构设置方面，一是由金融办

改为金融局，提升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并扩充人员编制。二是围绕地方金融

监管部门专业监管职责调整内设机构，强化内设金融稳定部门的职能，明确其组织协调有关部

门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处理地方金融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的职责，以及通过信息共享平台

对金融机构进行非现场监管的职责；设立新型金融管理部门，监管新型金融业态，填补互联网

金融等金融业态兴起后的监管空白；同时，应适度弱化“银行处室”1 等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内设

1	如部分金融办设置的“银行一处”、“银行二处”，主要对该地区银行业分支机构和地方银行业机构进行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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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监管职能，将其职责定位为配合协助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管理工作。三是设立地方

金融监管执法大队，通过推动立法赋予其金融监管执法权，以联合执法形式执行对地方金融机

构的现场监管工作。

在优化人员配置方面，一是人员配置应有侧重点，应向基层监管部门，以及向履行金融稳

定和金融监管职能的内设部门倾斜。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组织业务开展和各类风险事件多发生在

县市一级，应将地方金融监管的人员配备、经费投入等方面向县、市倾斜。应加大金融稳定和

新型金融监管等部门的人员配置，提高这些部门的监管能力。同时，将地方金融监管局改制为

行政单位，人员改为公务员编制，从不同渠道遴选适宜人才，充实地方金融监管队伍，为地方

金融监管局行使行政执法职理顺关系、创造条件。二是多种方式提高人员素质。首先，要有针

对性地加强人员金融专业知识和监管技能的培训，提高业务分析能力和行政执业能力。其次，

要增加交流锻炼的机会，既可以选派干部到被监管机构交流锻炼，深入了解被监管对象的业务

和运作模式，也可以选派干部到驻地金融监管机构挂职交流，提升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履职能

力。

4. 加强党对地方金融工作的领导，强化地方金融监管权限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应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通过体制创新，

强化自身监管职责外金融组织和机构的监管权，以加强党的领导和党对金融工作的管理。一是

考虑完善地方金融系统党的建设。根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

组工作条例（试行）》，建立地方金融系统的党组织关系体系。尤其对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等地

方监管权责分离较为突出的领域，应实现地方各级党委，党领导与地方金融机构公司法人治理

相结合。地方各级党委通过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强化金融管理职权，做好地方金融发展

和稳定工作。二是地方政府应建立负责金融系统党的工作的系统领导机构。如借鉴原有省委金

融工委的部门设置，对各金融机构党委的日常党建工作金融指导和协调，实现党组织对地方金

融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地方党委对在本地区的各金融机构党组织实行指导，支持和协助有关方

面查处金融违纪违法案件，并对本地区的金融业发展和监管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提升党的领导

力，可考虑在各金融机构党委在主要负责人任免决定前应听取所在省委的意见。

（二）建立纵向和横向的监管协调机制，压实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

1. 建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纵向工作关系，实现中央和地方两级监

管部门的统筹协调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稳会）办公室设立后，金稳会办公室与地方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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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应形成纵向的工作关系，通过条块结合，实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协调。根

据金融工作会议内容，金稳会负责统筹金融发展和监管的重大事项，其作用在于监管协调、补

齐监管短板、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具体工作上，金稳委会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监管，

向下传达国家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对地方金融风险处置是否有效落实进行检查和评估等。

金稳会应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进行指导，落实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地方金融

监管部门则及时向金稳会报告可能引发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突发事件。同时，金稳会作为地

方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部门，可对地方金融进行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以提高地方金融管理部

门的监管积极性。

2. 在地方建立由省政府牵头的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形成地方政府各部门间的监管合力

目前，金稳会办公室是否在省级设立办公室尚不明确，若未来在省级设立办公室，则将实

现省级监管部门与中央监管部门派出机构的监管协调；若不设立办公室，则建议建立省政府牵

头的金融工作省级议事协调机制，将人民银行以及银、证、保等省级派出部门纳入协调机制。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牵头负责各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并主要负责监管和处置地方性、局部性金

融风险，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主要负责监管易诱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活动。同时，建议将法

院、检察院、政法委、公安、发改委、财政、税务、工商等地方政府部门纳入协调机制，借助

法律、行政、市场、信息等手段实施监管，通过规则制定、行政指导、信息发布、监督检查等

途径，协调推进地方金融风险排查、处置和地方金融监管工作。省级政府牵头的议事协调机制，

有利于发挥中央、地方两个优势，调动中央、地方的监管积极性，并形成地方金融监管合力。

（三）加快地方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生态建设，提高地方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1. 搭建统一的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对地方金融风险的综合监管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金融信息共享，是建立规制统一、权责明晰、运转协调的地方金融

监管体制的基础。在国家层面，建议在建立“统一、全面、共享”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基础上，

由人民银行搭建统一的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制定金融信息统计标准和范围，并由金稳会办公室

牵头建立中央与地方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在地方层面，可考虑借鉴广州金融风险防控中心的模

式，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牵头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监管部门、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

和共享。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一行三会”的派出机构应指导地方金融机构完善金融信息管理，

并定期将信息向共享平台报送，信息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整合后报送至金稳会办公室。通过金

融信息的逐级报送，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有效实现对地方金融的综合统计、综合管理

以及综合监管的职能，为属地风险、系统性风险防控提供决策参考。同时，在信息共享机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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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应加快引入金融科技等现代金融监管工具和手段，以提高信息共享平台的运行效率。

2. 发展地方金融征信体系，为地方金融风险防范提供信用支持

可参照央行的金融业统一征信标准体系 , 制定地方金融监管的征信标准 , 对接央行的金融

业信用信息体系 , 督促辖区内各类地方金融机构完善金融信用管理制度。一是加快从基层着手，

整合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未纳入征信系统的新型

业态地方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加快纳入人民银行省域征信服务平台。通过征信管理平台，建

立信息化数据库，实现信息采集、录入、分析和使用的透明化，为地方金融风险防范提供支持。

二是探索将省域征信服务平台向地方开放，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明确信息共享的范围、采

集分工、信息共享方式等，减少市场主体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共同打造良好的金融生

态环境。

3. 健全地方金融风险事件处理机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快速处置

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牵头，加快建立地方金融风险处置长效机制。一是筹建地方金融稳定

基金，用于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救助和退出等金融风险处置，提升金融风险的规避与处置

能力。二是建立风险处置快速反应机制，设置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风险的集中分析和跨部门

风险的协同管理，强化风险防范和处置职能。三是建立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设计符

合实际的风险指标体系和风险评价标准，明确对地方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责任，加快制定地方

金融的风险处置和损失分摊办法。

4. 加大地方金融政策的扶持力度，满足地方金融公共产品需求

地方金融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自身发展能力不足，也不符合规模经济要求，为实现商业

可持续性发展，必须给予应有的政策支持。一是应实施差别化的监管政策，适度放宽资本充足

率、存贷比等监管指标，使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可以获得和全国性金融机

构相同的资本利润回报率，甚至更高的风险补偿金。二是建立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化解地方

非正规金融发展面临的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缓解制度上对地方金融发展的排斥。

5. 发挥专业中介机构行业自律作用，强化对地方金融的市场化约束

培育和发展行业公会、中介组织等第三方中介机构，依靠第三方机构“市场约束”的力量，

辅助地方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弥补地方监管机构力量薄弱等问题。可考虑通过专业中介机构开

展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现场与非现场专项检查工作，要求各类机构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财

务审计，以此提高地方金融监管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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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number of loc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increasing and their rapid development, local 

financial risks are gradually exposed. Especially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ntering the "new normal", 

the pressure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regional and systemic risks is boosting, and the urgency of reforming 

and improving the loc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is adding up.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exploration and the potential issues of the existing loc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and discovers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rationalizing supervision duties, perfecting supervision coordination, 

implementing supervision responsibilities 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ccountabilities of the loc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in China. To further improving the loc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in China, we should 

clarify the two responsibil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one i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local financial risks, and another 

is to implement loc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supervision.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reforming and improving the 

loc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to establish the supervis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to optimize the local 

financial ecology.

Key Words: Local Financial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Coordination; Supervision Effectiveness; Finan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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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政策动态
国际监管组织

1.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介入风险识别和管理”最终指南

2017 年 10 月 25 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了“介入风险识别和管理”最终指南

（Guidelines on ide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ep-in risk）。介入风险是指银行在超出或不存在

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为遭受财务压力的经济实体提供财务支持的风险。介入风险指南建立在巴

塞尔委员会 2015 年 12 月和 2017 年 3 月进行的两次咨询程序上。指南旨在通过建立报告基础

上的监督程序来减轻可能出现的重大介入风险。具体而言，将要求银行根据相关指标和自行制

定但透明的实质性政策（materiality policy）来评估其介入风险。指南未对（巴塞尔协议）第一

支柱的流动性或资本做出新的规定要求，而是依赖现有的审慎措施来缓解重大的介入风险。该

指南预计将于 2020 年在成员国管辖范围内实施。

2. 国际清算银行公布净稳定资金比率及处置衍生债的执行情况

2017 年 10 月 4 日至 5 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讨论了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标准，

并同意各国根据 NSFR 标准自行决定处置衍生负债。这将有助于促进即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

开始生效的 NSFR 标准的实施。NSFR 标准将 20% 的“必需稳定资金”因子分配给衍生负债。

巴塞尔委员会认可该标准，但同时授予各国自由裁量权，管辖部门可酌情降低该比值，最低不

低于 5%。巴塞尔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对衍生负债的处置方式做进一步的修改。

3. 金融稳定委员会发布实施同业拆借利率改革的进展报告

2017 年 10 月 10 日，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了一份关于实施 FSB 于 2014 年提出

的关于改革主要基准利率（如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IBORS）建议的进展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

IBOR 管理者已持续采取重要措施落实 FSB 的建议，包括调整计算基准利率的步骤。FSB 国家

的监管机构在支持工作流程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其重点是确定新的或现有的无风险基准利

率，可用于替代一系列合同中的 IBOR，特别是衍生品。各国当局也积极与国际掉期与衍生工

具协会（ISDA）合作，以解决与永久停止广泛使用的 IBOR 相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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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地区）监管当局

4. 美国财政部发布第二份“金融监管核心原则”报告

2017 年 10 月 6 日，美国财政部发布报告，详细阐述如何精简和改革美国资本市场监管制度。

美国财政部对现行资本市场监管的评估发现，在维持有效的投资者保护的同时，在促进经济增

长和活跃的金融市场方面还有较大的改革空间。该报告是针对特朗普总统 2017 年 2 月 3 日发

布的第 13772 号行政令的回应，该行政令要求财政部识别与金融监管核心原则不一致的法律法

规。在报告中，财政部确定了多种方法来减轻那些希望上市或已上市的公司的负担，同时实施

严格的投资者保护措施，其中包括：简化披露要求，降低公司成本，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决

策所需的信息；根据公司规模调整公司的披露标准和其他要求等。此外，财政部还提出了改善

联邦金融监管框架和程序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评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

员会重复监管问题；将更有力的经济分析和公共投入纳入规则制定过程，以使规则制定过程更

加透明；通过促进私人或低流动性产品的集中投资，为更多的投资者开放私人市场等。

5. 美国财政部发布第三份“金融监管核心原则”报告

2017 年 10 月 26 日，美国财政部发布报告，对资产管理和保险行业的监管框架进行了审

查并提出建议，以确保该监管框架与金融监管核心原则保持一致。财政部的评估主要集中在四

个关键领域：正确评估系统性风险，确保有效监管和政府流程，使国际参与合理化，促进经济

增长和知情选择。财政部长史蒂文 · 努钦（Steven T. Mnuchin）表示：“资产管理和保险业的监

管框架能够得到显著改善。我们建议更高效和有效的监管，让消费者获得所需的产品，同时向

个人提供为退休储蓄的机会。”

6. 美国货币监理署发布《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案》报告

2017 年 10 月 17 日，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发布公告，通知国家银行、联邦储蓄协会、

外资银行参保的联邦分支机构和代理机构关于审查员通常用来验证住房抵押贷款数据准确性

和可靠性的关键事项。这些数据都是根据 2015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案

（HMDA）》规定，从 2018 年起开始收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国货

币监理署都发布过类似的相同关键领域的指导。   

7. 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署发布旨在阻止发薪日债务陷阱的规则

2017 年 10 月 5 日，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署（CFPB）确定了一项旨在阻止发薪日债务陷

阱（payday debt traps）的规则，要求贷方应首先确定消费者是否有能力偿还贷款。这种强有力

的、常识性的保护覆盖要求消费者一次性偿还全部或大部分债务的贷款，包括发薪日贷款、汽

车所有权贷款、预存存款产品以及包含漂浮式付款（balloon payment，期末整付）的更长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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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署发现，很多此种类型的借款人最后选择多次支付昂贵的费用来滚动展期

或再借相同的债务。这种借新还旧将单一的难以承受的贷款，变成了长期的债务陷阱。这种规

则也限制了出借人多次从借款人的银行账户中扣款，防止费用过高或导致账户关闭。

8. 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署提出消费者授权金融数据共享和集成原则

2017 年 10 月 18 日，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署（CFPB）提出了在他们授权第三方公司访问

其财务数据以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时，保护消费者的相关原则。这些原则旨在帮助促进金融创

新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增加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并使消费者能够更好地把握自己的金融生活。

这些原则重申了保护消费者对所有提供、使用或汇总消费者授权财务数据的利益相关者的重要

性。包括“金融科技”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内的许多公司都从消费者那里获得了授权，

得以访问位于不同组织中的账户数据以向金融消费者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包括欺诈筛选、身

份验证、个人财务管理和账单支付管理。这样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消费、

储蓄和投资的决策，过更高效的生活。

9. 欧洲银行管理局为英国脱欧机构提供指导

2017 年 10 月 12 日，欧洲银行管理局公布了关于英国脱欧的意见书，以确保欧盟关于建

立或加强 27 国联盟以保持欧洲单一市场的商业立法适用的一致性。意见旨在为企业提供更大

的确定性，并最终确保公平竞争的环境。在“意见”中，欧洲银行管理局提到了许多相关的政

策议题，包括授权行为、投资公司的审慎监管和监督、内部模型、外包、内部治理、通过背靠

背和团队操作的风险转移以及危机处置和存款担保计划问题。管理局将监督当局如何在实践中

运用该“意见”，并将继续对英国脱欧引发的挑战进行政策和风险的分析。

10. 欧洲银行管理局公布关于 PSD2 侵权投诉程序最终指南

2017 年 10 月 13 日，欧洲银行管理局发布了主管部门（ competent authorities）应遵循的

投诉程序的最终指南，以确保和监督支付服务提供商（payment service providers，PSP）与修

订的支付服务指令（the revise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2）的有效合规性。这些准则是

欧洲银行管理局支持 PSD2 核心目标，加强欧盟整体支付市场工作的一部分，确保一致、高效

和有效地适用立法框架和提高信息透明度。支付服务使用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可就 PSP 涉嫌

违反 PSD2 向主管当局提出投诉，指导方案针对此类投诉应遵循的程序做出了相应规定。该指

南还特别规定了投诉人提交投诉的渠道要求、主管当局在接受投诉人的投诉时所要求的信息以

及当局在投诉答复中所应包含的信息。此外，指南要求当局对所收到的投诉进行汇总分析，记

录其内部投诉程序，并对涉嫌违反 PSD2 的投诉程序提供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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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要求上市发行人必须关注 2017 年度财务报告中的新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

2017 年 10 月 27 日，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公布了上市公司及其审计师在编制

和审计公司 2017 年财务报表时要优先考虑的事项。欧洲共同执法优先事项（声明）的年度公

开报告中列出了这些优先事项。ESMA 通过这些声明促进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一致

应用。考虑到新会计准则将带来的变化以及在执法活动中出现的问题，2017 年的执法重点包括：

一是对新会计准则初期实施阶段所造成预期影响的披露，高质量实施“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 号——客户合同收入”，并加强对其预期影响的

沟通，ESMA 进行的一项实况调查及其声明也支持改善这方面披露的重要性；二是与“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 3 号——企业合并”及“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现金流量表”有关的特殊事项等。

国内监管机构

12. 人民银行发布修订后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

2017 年 10 月 25 日，人民银行发布了修订后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令〔2007〕第 4 号发布），旨在适应市场发展需求，更好地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228 条赋予的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的职责，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社会公众可登录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建立的登记公示系统办理登记和查询业务。

13. 保监会进一步细化保险销售过程可回溯要求

2017 年 10 月 23 日，保监会出台了《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和《关于落实〈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并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办法》通过对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保险销售行为可

回溯管理，记录和保存保险销售过程关键环节，实现销售行为可回放、重要信息可查询、问题

责任可确认、消费权益可保障。《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保险销售过程现场录音录像的有关要求，

着重强调了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对消费者的提示义务。《办法》和《通知》主要突出以下

3 个方面：一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强调销售主体责任，促使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依法合规

经营，重点提醒保险消费者谨慎交易，在签署合同时确保已充分知晓自身和保险公司的权利和

义务；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将销售欺骗误导高发的渠道、产品和人群纳入本次

可回溯管理的实施范围；三是注重可行性，兼顾现实性，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工作

方针，根据可回溯管理的实施效果逐步扩大可回溯管理的渠道、险种和人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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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保监会就《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017 年 10 月，保监会就拟修订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在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简称“偿二

代”）17 项具体监管规则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偿付能力监管的框架和原则，完善了监管措施

的全面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于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刚性约束、防控保险市场风险、促进国际

保险监管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该征求意见稿共 7 章 49 条，规范了保监会、保监局、保险公

司以及中介机构、投资者等市场相关方在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中的职责定位，构建起监管机构内

部上下联动、监管与市场内外结合、保险公司与监管机构各负其责的偿付能力监管机制和监管

体系。与现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相比，征求意见稿主要有 6 个特点：一是进一步

明确了“偿二代”监管框架；二是对保监局在偿付能力监管中的职责进行了再定位，明确其“三

个参与、一个负责、一个监督”的职责；三是明确了‘偿二代’的监管指标标准；四是建立了

多维度、分层次的监管措施；五是建立了偿付能力数据非现场核查机制和现场检查机制；六是

强化了监管合作和协调。下一步，保监会将根据各方面反馈意见修订完善，计划在年底前正式

发布。

15. 保监会针对保险行业公司治理问题连续下发多份监管函

2017 年 10 月，保监会分别对珠江人寿等 5 家保险公司，以及华汇人寿、长江财险等 11

家保险公司下发监管函，披露相关机构存在的公司治理问题，要求公司限期整改。被下发监管

函的公司均为在评估中监管评分较低的公司，主要问题集中在公司章程与“三会一层”运作、

内控与合规管理、关联交易管理以及股东股权等方面。下一步，保监会将下发第三批公司治理

监管函，对部分存在股权违规问题的公司，将实施违规股权强制退出等行政监管措施，并将相

关中介机构列入黑名单。同时，保监会将继续强化各保险公司治理规则制度遵循合规性、有效

性、严肃性的监管力度，加强对涉及关联交易的各类市场行为的直接监管，强化监管措施和问

责力度，将日常监测、违规记录等与分类监管评价、公司治理评级相挂钩，不断提升公司治理

监管刚性约束力。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美国财政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货币监理
署、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署、欧洲银行管理局、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官方网站。

起止时间：2017 年 10 月 1 日—10 月 31 日。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汇编）

（编辑：仇书勇；校对：关天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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