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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 Giovanni Dell'Ariccia 等（2017）使用 1997 年至 2011 年期间银行对企业贷款

的内部评级机密数据。我们发现银行事前冒险（以新贷款的风险评级衡量）与短期利率

上升呈负相关。在与全国商业周期较少的地区的银行，以及对于资本相对较少的银行或

处于财务困境期间的银行，这种关系更为明显。 

 

► Xisong Jin 等（2017）把所有部门资产负债表都整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系统或

有债权将与政府一般资产负债表的随机版本相联系，以衡量其对主权风险的影响。明确

地建模违约依赖性并捕获金融市场典型的时变非线性和反馈效应，该方法评估来自金融

部门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或有负债的系统损失和潜在的公共部门成本。各种脆弱性和风险

指标表明，主权国家对各种冲击的反应是稳健的。分析突出了可持续的财政状况对金融

稳定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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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杠杆和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 

 

作者：Giovanni Dell'Ariccia， Luc Laeven和 Gustavo Suarez，何昕 编译 

 

导读：该文提出了美国银行体系的货币政策管理渠道的证据，根据美联储商业贷款调查，

我们使用 1997年至 2011 年期间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内部评级机密数据。我们发现银行事前冒

险（以新贷款的风险评级衡量）与短期利率上升呈负相关。在与全国商业周期较少的地区的

银行，以及对于资本相对较少的银行或处于财务困境期间的银行，这种关系更为明显。 

 

全球金融危机重新启发了关于短期利率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联系的辩论，也称为货币政

策的“冒险”渠道--利率政策影响银行信贷质量的概念，而不仅仅是数量，具体来说，许多

人认为利率在危机爆发前持续太长时间的低利率（Taylor（2009）），这有助于推动资产价

格上涨，刺激金融中介机构增加杠杆和承担过度风险（BorioandZhu（2008），Adrianand Shin

（2009,2010），Acharya 和 Naqvi（2012））。最近，有关的争论是，继续出现低利率（包

括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是否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例如， Krishnamurthy and 

Vissing-Jorgensen (2011), Farhi and Tirole (2012), Chodorow-Reich (2014))。更广

泛地说，关于货币政策框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包括金融稳定性考虑 (Woodford (2012), 

Stein (2014))的激烈辩论。 

理论对实际利率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模糊的预测。传统的投资组合分配模

型预测利率的外生性增长将降低风险承担。对安全资产的较高利率导致从风险较高的证券重

新分配到安全资产，从而降低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Fishburn and Porter（1976））。同

时，无风险利率的增加也可能影响风险证券库的组成。特别是假设投资项目具有有限的可扩

展性，更高的无风险利率会提高投资的障碍，并引导代理商削减回报率高或高风险的项目，

对投资池的风险有不明确的影响（Chodorow-Reich（2014））。 

相反，风险转型的货币政策模型预测了利率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些

模型中，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阻止了银行债权人（和存款机构）在风险敞口定价

风险。这种摩擦与有限责任导致银行承担风险过大。因此，银行必须支付存款利率的上调将

加剧与有限责任有关的代理问题，并且银行风险承担效率低下。这种风险转换效应的强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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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银行的杠杆/资本：对于资本最少的银行来说，这种效应是最强的。这些银行更容易面

临代理问题，当利率较高并且中介利润压缩时，这些银行变得更具风险性（参见例如 Stiglitz

和 Weiss（1981），Hellmann，Murdock和 Stiglitz（2000），Acharya和 Viswanathan （2011））。

因此，在传统的风险转移模型中，资本最少的银行对利率变化最为敏感。 

由于利率和银行风险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投资组合分配模式和风险转移模型

下是相反的，所以两种效应在考虑到的模型中相互抵消（Dell'Ariccia，Laeven 和 Marquez 

（2014））。具体来说，Dell'Ariccia，Laeven和 Marquez（2014）发现，无风险利率变化

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银行能够将这些变化通过贷款利率的程度，以及他们如何根据

这些变化来最佳地调整资本结构（附录提供了这一模式的简化版本）。传导效应通过银行资

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面行事。参考实际利率的下降反映在银行贷款利率下降。反过来，这样做

会降低银行的总回报，取决于其投资组合的回报，减少了银行监督的动机。由于风险转换效

应的强度是杠杆作用，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将由银行资本化程度进行调控。而且由于

这两种影响往往相互抵消，更好的资本化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将对利率变动更为敏感。 

与风险转移渠道相同，但反过来，可能会对长期负债和短期资产（即不良到期不匹配）

的金融中介机构“寻求收益”效应，如作为人寿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Rajan（2005），

Dell'Ariccia和 Marquez（2013））。当货币宽松通过降低短期资产的收益率相对于其长期

负债而降低利润率时，这些金融中介机构可能被诱导转向具有较高预期收益率的风险较高的

资产，资本金最少的机构的这种影响应最为明显。 

上述讨论表明，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净影响及其与银行杠杆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经验问

题。高资本化银行的负面影响将与经典的风险转换效应相一致，而对资本不足的银行来说，

更加负面的影响与寻求收益效应是一致的。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业务贷款调查（STBL）的美国银行贷款评级机密

数据，研究短期利率，银行杠杆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联系。我们发现，按照联邦基金利率

代理的银行风险评级来衡量银行风险承受能力与短期利率负相关。此外，与古典风险承受渠

道相一致，我们发现，高资本化银行的负面关系更为显着。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对于典型

的新贷款，利率的一个标准差下降与有关贷款风险评级增加 0.11（与标准差为 0.8）。此外，

效应取决于银行资本化程度：利率低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对于资本不足的银行来说并不明

显。这一结果的影响是有经济意义的：将利率从第 75 百分位数降至第 25 个百分点,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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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资本和银行（第一级资本比率为第 25 位）来说，强大资本化银行（第一级资本比率为第

75位）将贷款风险等级提高了 0.08 个单位以上 。 

 

人们可能担心，我们的结果被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内生关系混淆了。我们对

新贷款的关注应该减少对内生性的担忧，因为这类贷款的可能性低于银行的整个投资组合的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决策。但是，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以下测试。

首先，我们表明，只有当我们将样本限制在不在之前承诺之下的贷款（即我们不包括预先提

交的贷款协议和从信贷额度中退出）的情况下，结果才会持续，从而将重点放在真正的新业

务贷款上。第二，我们关注美国经济周期与美国周期低相关性的观察结果，因为这些国家的

经济状况不太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第三，我们用泰勒残差代替政策利率变量，只要通过宏观

经济条件影响货币条件，金融稳定性考虑就被考虑在内。第四，我们进行了一些抽样分析，

以评估结果是否有力地从样本中排除金融稳定性考虑更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的时期，例如在银

行资本减少的金融危机期间，银行倒闭的数量增加。最后，我们在银行风险承担的不同边际

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包括贷款增长和购买风险证券。我们的结果在这些测试中是有意义的，

这减轻了内生性问题，并支持对利率、银行资本和银行风险之间的联系的因果解释，从意义

上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发现不可能用货币政策利率解释，以应对我们的银行风险的措施。 

本文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通道的文献作了两个重要贡献。首先，据我们所知，本文首先

提出银行资本货币政策风险转移渠道证据，证明利率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这个证据提供了一个关于银行风险转移的理论文献的链接，假设风险承担是银行资本的一个

功能。 

第二，本文利用信贷风险信息构建了银行风险承担的事前评估，以分析利率与银行风险

承担之间的联系。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重点放在贷款发放时银行的风险态度上，而不是后期贷

款业绩的影响，这可能会受到后续事件的影响。这可能会限制我们注意一种特定的风险承担

形式，延长新增贷款。这有两个优点：它大大减少了对货币政策立场的内生性的担忧，它侧

重于完全由银行控制的边际（与其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相反，这将大大反映现有贷款的风险

状况的周期性变化）。 

现有文件通常使用关于借贷调查中观察到的贷款标准变化的信息来衡量银行风险（参见

美国和德国的 Maddaloni 和 Peydro（2011）的 Lown 和 Morgan（2006））或评级机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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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unbas，Gambacorta，和 Marquez-Iba ~ez（2010））。基于信用登记处的论文通常使

用借款人级别的风险度量方法（Jimenez 等人（2014），Ioannidou，Ongena 和 Peydro（2015））。

例如，Jimenez等人（2014 年）使用过往可疑贷款的信用记录信息作为企业信用风险的事前

衡量标准。我们的事前风险的措施与他们的不同，因为它是基于银行在贷款时对风险的评估。

此外，我们的风险度量是在贷款水平，而他们是在公司的水平。这具有考虑抵押品，贷款契

约和贷款定价等贷款特征差异的优点。使用贷款水平数据的其他文件使用银团贷款信息或风

险综合措施（Buch，Eickmeier 和 Prieto（2011），Paligorova和 Santos（2012），Delis，

Hasan 和 Mylonidis（2012），Aramonte，Lee，和 Stebunovs（2015））。但银团贷款仅限

于较大的公司，这可能不代表更广泛的信贷市场。STBL 是一个更全面的商业银行贷款数据集，

包括银团贷款，因此允许人们评估对一般信贷状况的影响。 

我们的论文与 Jimenez 等人最密切相关 （2014 年），他们从西班牙的信用登记数据库

中使用关于借款人质量的详细信息。与我们的结果一致，他们发现贷款起息低利率与信贷历

史不佳的借款人或完全没有信用记录的借款人（即风险借款人）的借贷概率呈正相关。他们

还发现，低利率降低了银行整体贷款组合的风险。因此，短期内维持利率可能会提高银行贷

款组合的整体质量。不过，长期低息利率可能会在短期内大幅增加贷款违约风险。 

Jimenez 等人 （2014 年）（据我们所知）的论文，是探讨政策利率与风险承担变化与

银行资本化之间的关系的唯一其他论文。我们的论文认为证据与传统的资本化银行风险转移

相一致。相比之下，他们发现资本最少的银行对政策变化的反应最大，货币政策收紧时的风

险较小，而在缓和时更是如此。他们的结果与搜索收益渠道一致。这两组结果不容易比较，

但至少表明利率，杠杆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联系可能取决于国家情况。提供证据表明货币

住宿后的搜索效应的其他文件包括 Becker 和 Ivashina（2015），Chodorow-Reich（2014）

和 Di Maggio 和 Kacperczyk（2017 年）。然而，这些论文集中在货币市场基金，共同基金

和保险公司等非银行机构。 

该论文结构如下。第一节介绍用于评估利率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联系的方法。第二节介

绍了实证分析中使用的主要变量的数据和描述性统计数据。第三节介绍和解释实证结果，包

括一些稳健性测试和扩展。第四节总结。 

一、实证方法 

我们采用面板回归分析来调查美国商业银行发行的政策利率与新贷款风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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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是银行 i在第 t季度对于贷款 k的信用评级，用来衡量每个贷款的事前风险。

Rt是第 t季度开始时期联邦债券利率， 是银行 i在 t季度开始时的资本-资产比例，

是是一套贷款特定的控制变量（贷款规模，贷款利差，抵押支持指标和贷款到期）。 是一

组银行特定的控制变量（银行杠杆除外）。 是是一组时间变化的区域（美国国家或人口

普查区域）的控制变量， 是银行特定影响， 是特定国家影响， 是误差项。为了控制

银行间和季度内的观察依赖性，标准误差是银行和季度的双向聚类。我们的利率系数是β，

我们预期是负的。 

为了检验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否取决于银行资本，我们通过包含一个相互作用

项来扩展回归模型（1）： 

 

该式子的重点是利率与银行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银行资本与利率之间相互作用的负系

数δ与传统的风险转移渠道一致。 

作为替代规范，我们用时间固定效应代替利率变量如下： 

 

请注意，严格来说，方程（2）和（3）中的模型和大部分相关的理论文献都是以实际的，

不是名义上的利率来表示的。只要现行的货币政策，通过制定政策利率，对短期实际利率有

直接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实证方法的问题，如果刚性阻碍了价格立即调整的话。在我们的抽

样期（1997年至 2011年）期间，名义和实际有效的联邦基金利率之间的相关性确实高达 0.9。 

当我们调整联邦基金利率与消费者价格通胀时，我们得到类似于我们的主要规格的结果。 

二、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A.商业贷款条件调查 

本文使用 1997 年至 2011 年期间来自美联储 STBL 的保密贷款水平数据来构建事前银行

风险承担的措施。STBL是针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的约 400家银行分层样本的商业贷款

条件的季度调查。它通常涵盖美国银行业资产的很大一部分。例如，2011年第四季度响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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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银行的综合资产占美国商业银行所有资产的约 60％。几乎一半的贷款是银团贷款（即参

与或集团贷款），但调查也涵盖许多小额贷款。该调查向参与银行询问了在每季度（即 2月，

5月，8月和 11月）在中间月份的第一个整个商业周期内发行的所有商业和工业（C＆I）贷

款的条件。因此，我们每个季度只有一周的信息，而不是整个季度。银行通过将其内部贷款

风险评级映射到美联储定义的规模来报告每笔贷款的风险评级。贷款风险等级从 1 到 5，其

中 5代表风险最高。评级由美联储进行验证，美联储应该缓解自我报告偏见的担忧。本次调

查的公开发布包括按银行类型报告的商业贷款条款的总体版本。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个人贷

款的机密数据和额外的银行和区域级控制。 

除贷款评级外，STBL 收取面值，利率（包括基本定价率），复利频率，可重新计算贷款

利率的日期（如有），到期日（如有））的贷款信息，承诺状态以及贷款是否通过抵押担保。 

调查的法律依据是“联邦储备法”，该调查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根据“信息自由

法”，个人回应被视为保密的，因此 STBL微观数据不适用于美联储以外的研究人员。然而，

商业贷款条款的总体估计数在 STBL 的季度发布中公布。鉴于数据的机密性质，银行倾向于

参与调查。 

自 1977 年 2 月成立以来，STBL 已经定期修订，以适应贷款做法的变化。重要的是为了

我们的目的，贷款风险评级在 1997 年被添加到 STBL。由于这些评级一般很重要，联邦储备

银行会定期验证受访银行是否将其最新的风险评级正确地映射到 STBL中定义的风险类别。 

同样在 1997年，STBL 的受访者小组扩大到包括美国分行和外国银行机构。 同时，增加

和重新定义利率调整和到期项目，并增加风险评级项目。2003年，增加了正式承诺贷款条件

生效日期的一个领域，基准利率期权数量从五个减少到两个，数据项目显示贷款是否被删除。

2006 年，报告的最低贷款额度从 1 000 美元增加到 1977 年调查以来的水平，达到 3,000 美

元。这一调整反映了中期间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商业信用卡的使用量的增加，这些发展可能大

大增加了报告小额贷款的负担。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个主要资料来源，就全国各地代表性的银行

机构提供的商业贷款的边际回报数据以及各种各样的贷款规模。因此，STBL 对银行结构的变

化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企业贷款组合以及这些转移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此外，STBL是

有意向小企业贷款的个人贷款数据的重要来源，银行是主要信贷来源。 

除了用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目前的分析之外，STBL 调查数据已被用于许多研究论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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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报告均由联邦储备经济学家合着，因为数据集的保密性质。例如，Friedman 和

Kuttner（1993）使用 STBL 数据来研究 1990年至 1991 年经济衰退期间的信贷状况，Asea和

Blomberg（1998年）侧重于贷款标准在该周期上的行为。Black and Rosen（2007）使用 STBL

数据研究货币政策传导。STBL数据也被用于研究行业整合如何影响小企业贷款的可用性和定

价（参见 Berger，Kashyap 和 Scalise（1995））。使用 STBL数据，Carpenter，Whitesell

和 Zakrajek（2001）显示，将资本要求与个人商业贷款的风险联系起来更紧密，银行可以放

弃对这些贷款的资本明显减少，而且不会显着改变所需资本水平的周期性行为，Mogen 和

Ashcraft（2003）显示，银行新扩展的商业贷款的风险评级可以帮助预测联邦监管机构分配

给银行的评级变化。在近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Black and Hazelwood（2013）使用 STBL数

据来研究通过陷入困境资产减免计划（TARP）注入资本的银行风险承受能力对美国银行稳定

的影响。 

B.数据集和变量定义 

我们的主要分析是贷款水平，将 STBL 的贷款水平数据与商业银行综合报告综合报告和

区域宏观经济指标相结合。 

B.1贷款变量 

新贷款的风险评级是由 STBL 报告的银行分配的事前内部风险评级。内部风险评级是随

着感知风险而增加的离散指数。在 STBL 规模上，1 =最小风险，2 =低风险，3 =中等风险，

4 =可接受风险，5 =特别提及或分类资产。后一类主要适用于发放贷款。调查结果要求受访

者从报告的每笔贷款报告与 STBL 规模最接近的内部风险评级。这些风险分类考虑到借款人

的特点和贷款合同中提供的保护。最小风险类别的贷款几乎没有机会造成损失，而低风险贷

款不太可能导致损失，中等风险贷款几乎没有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可接受风险贷款的造成损

失的机会有限。 

另外，对于每笔贷款，STBL报告贷款银行的名称，贷款的大小（美元）和到期日（以年

数计），贷款是否以抵押担保，贷款利率，以及贷款是否在以前的承诺下作出。承诺的定义

范围广泛，包括向借款人口头或书面明确传达的所有借款承诺。承诺通常分为两种类型的安

排：正式承诺和非正式信用额度。我们将承诺下的贷款定义为在贷款发起日期之前至少 30

天确定的贷款，并计算贷款利差作为贷款利率减去最近期限的美元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LIBOR）利息，信息从 ICE 基准管理局获得。我们在实证策略中利用所有这些贷款特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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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B.2. 银行变量 

 

我们补充来自 STBL的数据，来自商业银行季度综合报告（FFIEC 031和 041）的银行资

产负债表资料（电话报告）。我们构建以下银行特定变量：银行大小是银行总资产的对数，

净收入/资产是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流动资产/资产是流动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存款/

资产是存款总额与总资产的比率，短期存款/存款是短期（即一年以上）存款与总存款的比

例，非存款存款/存款是非存货存款与存款总额的比例，贷款/资产是贷款总额与总资产的比

例，C＆I贷款/贷款是 C＆I贷款与贷款总额的比例，一级资本比率是一级监管资本与总风险

加权资产的比率。在一些规范中，我们使用股权/资产，普通股权益与总资产的比例，作为

银行资本化的替代措施。 

我们还使用呼叫报告数据计算 C＆I贷款的不良贷款率，定义为商业银行级别的 C＆I贷

款总额中非累计 C＆I 贷款的比例。我们使用这种不良贷款措施来评估我们根据贷款评级预

测风险承担的事前措施是否预测贷款违约。 

银行位置是根据国家信息中心（NIC）数据库中报告的银行总部。我们使用银行位置信

息来匹配银行特定数据与区域或国家数据。 

B.3.区域变量 

我们的回归控制国家级变量或国家级变量不可用的区域级变量，以解决当地条件（如就

业，通货膨胀，房价和经济活动）影响银行风险承受能力的可能性。 在国家一级，我们采

用经济分析局（BEA）的个人收入增长率，劳动统计局（BLS）的失业率和房屋价格的年度变

化（季度， 根据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厅/联邦住房金融局（OFHEO / FHFA）发布的指数，按年

度计算。在区域层面（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定义），我们考虑从 BLS取得的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季度，季度，年化率）的年度变化。 

B.4.全国变量 

短期利率是以名义上三个月平均目标联邦基金利率计量的。通过调整储备，联邦储备委

员会密切控制市场确定的有效联邦基金利率，这是允许其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有效的联邦

基金利率是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每天计算的国内银行和美国分支机构和外国银行机构进行

的交易汇率的加权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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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另一种短期利率，我们使用美国国债的一年期收益率。在一些规范中，我们还包括

定义为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一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差额的一词。 美国国债收益率数据来自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联邦储备经济数据数据库。 

在一些规范中，我们使用泰勒规则残差作为衡量货币政策外部因素的度量（当我们使用

联邦基金利率时，我们通过包括失业，收入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来直接控制经

济状况， 通货膨胀在回归中）。泰勒规则残差是从目标联邦基金利率的滚动回归，CPI通货

膨胀率偏离 2％和实际 GDP 和潜在 GDP 增长之间的差异获得的。 

其他全国变数包括从东亚银行取得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季度，年率）。经济衰

退的季节（季度）来自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美国银行倒闭的部分取自美国联邦存款保

险公司（FDIC），相对于被保险银行的数量计算。 

C.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I 报告了我们主要回归变量的汇总统计。对于完整的贷款样本（A 组）和不包括以前

承诺延期贷款（B 组）的子样本，分别报告了描述性统计数据。B 组考虑的子样本代表真正

的新贷款。因为我们对新贷款风险的边际影响感兴趣，所以我们的主要回归分析是基于新贷

款的这个子样本。两个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并没有显着差异，我们报告的所有回归结果对

于使用任一样本来说都是稳健的。为了简洁起见，下面我们讨论了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排

除了以前承诺延期的贷款。 

样本中的平均贷款风险等级为 3.35，标准差为 0.85，表明银行报告的样本平均期限在

中等风险（等级 3）和可接受风险（等级 4）之间。平均贷款金额为 668,396 美元，但变动

幅度较大，反映了 STBL涵盖各种规模企业的企业贷款。平均贷款期限相当短，约为 1.4年，

表明大部分贷款用于流动资金融资和其他短期融资需求。平均贷款利差约为 7.6个百分点，

贷款差异较大，反映了信贷风险的差异。样本中的银行平均一级资本比率为 12.2％，但差距

显着，标准差为 4.8％。银行的规模也有很大的差异，平均资产总额为 210 亿美元，但标准

差超过 1050亿美元，表明样本包括小型和大型银行。事实上，总资产的 25％的银行拥有 3.12

亿美元的资产。银行平均盈利（平均净收入占总资产的 0.6％），但净收入的变动幅度较大。

贷款构成银行资产负债表最大的一部分，占总资产的 64％，C＆I 贷款是贷款总额的重要组

成部分，平均为贷款总额的 22％。这表明我们对商业贷款风险的关注是平均银行整体资产组

合风险的合理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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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基金利率在样本期间也呈现显着变动，平均值为 3.0％，标准差为 2.2％。 最后，

样本中约五分之一的季度是衰退期。 

表一 

该表格报告了我们的基线回归中使用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样本包括从 1997 年第

二季度到 2011 年第四季度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报告的贷款。风险评级是银行对特定贷款

分配的内部风险评级，如 STBL所报告的，其中 1 =最小风险，2 =低风险，3 =中等风险，4 =

可接受风险，5 =特别提及或分类资产。贷款额度，抵押贷款指标和贷款到期日（年）均来

自 STBL。银行位置是基于 NIC数据库中报告的总部。银行总资产，资本，盈利能力，流动性，

存款和贷款比率均来自致电报告数据。实际 GDP增长和国家个人收入增长来自东亚银行，区

域层面 CPI和国家失业率的变化来自 BLS，国家住房价格变动以 OFHEO / FHFA 发布的指数为

依据。增长率以年率计算。经济衰退日期来自 NBER。A组包括所有具有不成功观察的贷款。

B小组进一步限制样本，不包括在本季度之前建立的承诺范围内的样本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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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该表显示了从 1997年第二季度到 2011年第四季度的贷款风险评级的全年样本。风险评

级是银行对特定贷款分配的内部风险评级，如 STBL 所报告的，其中 1 =最小风险，2 =低风

险，3 =中等风险，4 =可接受风险，5 =特别提及或分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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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显示了全部贷款样本贷款风险评级的分布情况。大部分贷款的风险评级为 3 或 4，

平均贷款质量随时间而变化，达到 2003 年的 3.5 个百分点。所有贷款的非常重要部分获得

最差评级为 5（即特别提名或分类贷款）。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贷款是重组或重新分类，

不是真正的新贷款。在稳健性检查中，我们从样本中排除这些贷款。 

图 1 显示，使用联邦基金利率计算的短期利率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在总体 STBL

数据中为负。此前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使用全部贷款样本的平均贷款风险评级来衡量的。

数据显示，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和平均银行风险评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 1％水平上具有

统计显著性，符合利率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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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我们的主要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分析了贷款风险评级与可观贷款特征信息之间的

联系，以评估风险评级纳入贷款可观察性的程度。我们考虑以下贷款特征：贷款利差（百分

点），贷款规模（以原木为单位），贷款是否由抵押担保，以及贷款到期日（以年数计）。

风险评级也可能因银行而异，取决于所使用的信用评分模式，评级程度反映了贷款人员的定

性评估以及其他银行特征，如资本化，盈利能力和流动性。我们使用银行固定效应来吸收银

行间的差异。 

表三报告了 1997年第二季度至 2011年第四季度可观贷款特征的银行贷款风险评级的平

均最小二乘（OLS）回归结果。回归包括时间和/或银行固定效应，估计在贷款水平，标准错

误双向聚集在银行和季度。 

 

表三 

该表汇总了贷款条件（贷款利率，贷款规模，抵押贷款指标和贷款到期日）从 1997 年

第二季度到 2011年第四季度银行贷款风险评级小组回归的估计结果。 因变量是银行对给定

贷款分配的内部风险评级，如美联储 STBL 所报告。所有回归都包括常数（未报告）。以银

行和季度为单位的双向标准差错报告在括号中。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

的统计学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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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贷款特征仅解释了风险评级变化的一小部分，如低 R2 所示。结果还显示出

明显的银行固定效应，解释了贷款特征所解释的风险评级变化的额外 10％。 

三.实证结果 

在本节中，我们介绍了货币政策条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的主要结果（以 STBL 报告

的贷款评级衡量）和银行资本化在这种关系中的作用。我们还提出了几项稳健性检查，表明

我们的主要结果不是由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反应驱动。 

A.主要的结果 

表四 

该表汇总了 1997年第二季度至 2011年第四季度银行贷款风险评级的面板回归估计。因

变量是银行对给定贷款分配的内部风险评级，如美联储 STBL 所报告。实际 GDP 增长和国家

个人收入增长来自东亚银行，区域层面 CPI 和国家失业率的变化来自 BLS，房价变动是以

OFHEO / FHFA发布的指标为基础的。银行大小作为总资产的对数计量。银行资产，一级资本

比率，净收入，流动资产，存款，贷款和 C＆I贷款均来自“呼叫报告”数据。（4）至（6）

栏中的回归不包括在调查季度之前确定的承诺。专栏（3）和（6）报告结果取代联邦基金利

率与季度固定效应。所有的回归都包括国家和银行的固定效应。以银行和季度为单位的双向

标准差错报告在括号中。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的统计学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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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报告了 OLS对 1997年第二季度至 2011年第四季度联邦基金利率和控制变量银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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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风险评级回归的结果。回归估计为贷款水平，标准错误双向聚集在银行和季度。显然，贷

款风险评级取决于贷款利率差距，到期日，抵押品和贷款规模等贷款特征，因此不能控制这

些因素可能会混淆利率和贷款风险评级之间关系的分析。同样，银行特征（如资本化，盈利

能力和流动性）和社会经济特征（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可能会影

响银行在任何时候发行的贷款风险。因此，我们包括大量贷款，银行和地区特定的控制变量。 

特别是，我们控制以下贷款特征：贷款利差（百分点），贷款规模（以原木为单位），

贷款是否由抵押担保，贷款期限（以年数计）。我们补充这一套贷款控制，其中包括从商业

银行电话报告和各种数据来源获得的银行特征和社会经济条件数据（详见第二部分）。对于

完整的样本（第（1）至（3）栏）和第（4）至（6）列）之前未承诺承诺的贷款子样本分别

报告结果。没有承诺的贷款子集约占观察值的 57％。 

排除承诺贷款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与“酌情贷款”不同，这些贷款可能对目前的

宏观环境（包括利率环境）的回应较少。因此，包括样本承诺中的贷款可能会低估利益的影

响。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是这样。第二，没有作出承诺的贷款代表可以自由支配的新贷款，

因此更好地掌握对新贷款风险的边际影响。 

结果表明短期利率与事先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着负相关（列（1）和（4））。 这

一发现的经济影响是显着的。根据表四第（4）栏的回归估计，我们排除了样本先前承诺延

期的贷款，利率下降一个标准差（或 2.2个百分点），表明贷款风险评级为 0.11。然而，虽

然这种影响很大，但与贷款风险等级为 0.8的标准差相比却相对较小。这表明利率变动对银

行风险承担影响的总体影响相对较小。 

接下来，我们考虑银行资本对利率和贷款风险评级之间联系的不同影响，以衡量传统风

险转移渠道的重要性。在列（2）和（5）中，我们估计模型（2），其中包括联邦基金利率

变量和一级资本比率之间的相互作用项作为银行资本（或杠杆）的量度。第（2）栏中的结

果是基于贷款的全部样本，而第（5）列的结果是根据以前承诺未扩展的贷款子集。 

与传统的风险转移渠道一致，我们对银行资本与利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条件具有统计显着

性和负数，不考虑贷款样本。效果在经济上也是显着的。根据表四第（5）栏报告的估计，

结果表明，利率从 5.25％的百分之五十五至百分之零点五的百分位数下降，与贷款风险评级

为 0.26的升幅相关一级资本比率相对较高的银行（即第 75位），一级资本比率相对较低的

银行（即第 25位）为 0.18。强资产和弱资本化银行之间的差额效应为 0.08，与贷款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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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 0.8的标准差相比是显着的。然而，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这种影响在美国地

区和时间段有明显的差异，而在考察调查中的抽样权重时，效应会更大。 

最后，在第（3）和（6）列中，我们用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与时间固定效应代替水平（而

不是相互作用）来吸收任何时变效应来估计方程式（3）。再次，两个回归之间的差异在于，

后者从样本中排除了以前承诺延期的贷款。资本比率和联邦基金利率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包括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非常相似，这表明我们的主要结果包括目标联邦基金利率的水

平对于控制经济范围的变化而言是不够的，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事实上，当控制时间固定效

应时，主要结果的经济幅度是相似的（前一段描述的差异效应也是 0.08）。 

具有时间固定效应的结果也表明了资本增长与较高银行风险承担相关的利率范围。具体

来说，他们给出了利率水平上的拐点，资本比率增加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变为负数。例如，根

据第（3）栏中使用全部贷款样本的回归结果，当目标联邦基金利率超过 2.7％时，一级资本

比率的增加转化为银行风险承受能力的下降，这是情况 大约在样本中的一半。然而，对于

不在之前承诺的贷款样本，资本水平效应不明显，表明资本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所有利

率水平下都是负值，与传统的风险转移渠道一致。 

表五第（1）至（3）栏的回归重复了表四第（1）至（3）列中关于承诺贷款样本的回归。

贷款这个子样本是主要业绩的一个很好的安慰剂组，因为这些贷款不应该受到银行行为的影

响，以应对货币政策的变化。如预期的那样，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变量不会在这些回归中显着

进入。 

因为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评估利率变化对银行贷款风险的边际效应，所以我们现在关注

以前承诺没有延期的贷款的样本。然而，我们提供的所有结果对于使用完整的贷款样本来说

是稳健的。 

B.银行抽样 

STBL 调查涵盖了银行的代表性样本。受访者根据最近的“呼叫报告”中的 C＆I 贷款将

其分组，并计算每个层次的排放因子。此外，一些受访者报告了不到五天或不到 100％的分

支机构。对这些受访者应用额外的溢出因素。这对于估算商业贷款的综合条件尤为重要。 

互联网附录 IA.I表格使用权重控制表 IV中的基线回归，该权重用于控制银行报告的调

查周的分数，银行报告的分支数，以及商业银行类别的部分 报告行代表（抽样权重）。我

们的主要结果是强大的，如果更强大，控制这些抽样权重和爆炸因素。当应用采样权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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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时，上一节中描述的差分效应从 0.08 增加到 0.09，当还包括固定效应时（第（6）

列））增加到 0.10。 

我们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被替换，我们的样本不包括银行的不断抽样。在不

限制不承担贷款的情况下，我们样本中的银行平均数为 22.5（1997年第二季度至 2011年第

四季度的 58个季度）。样本中季度分布的第 25个百分点是七个季度，中位数是 17个季度，

第 75个百分点是 36个季度。当限制对未承诺贷款的关注时，我们样本中的银行平均数为 21.6

个季度（1997 年第二季度至 2011 年第四季度的 58 个季度）。样本中季度分布的第 25 个百

分点是六个季度，中位数是 16个季度，第 75个百分点是 58个季度。 

对于稳健性，我们重新估计了整个样本期间样本中银行的主要回归模型。 互联网附录

表 IA.II使用“不变”银行样本，即对整个回归样本（1997年第 2季度至 2011 年第 4季度）

向调查报告的银行，转载了表 IV 中的基线回归。这个不断的样本偏向大银行，我们在样本

中损失了大约一半的贷款。在表四中，在不断抽样限制之前，我们对 589 家银行进行了

1,348,554 次贷款观察（不限制对未承诺贷款的重视）; 经过不断的抽样限制，我们结束了

5315 笔贷款观察 5315 笔。我们的结果是强大的限制我们的回归到这个不断的样本，经济影

响是否更强。 

 

表五 

该表汇总了 1997年第二季度至 2011年第四季度银行贷款风险评级的面板回归估计。因

变量是银行对给定贷款分配的内部风险评级，如美联储 STBL 所报告。实际 GDP 增长和国家

个人收入增长来自东亚银行，区域层面 CPI 和国家失业率的变化来自 BLS，房价变动是以

OFHEO / FHFA发布的指标为基础的。银行大小作为总资产的对数计量。银行资产，一级资本

比率，净收入，流动资产，存款，贷款和 C＆I 贷款均来自致电报告数据。回归仅包括根据

调查季度之前确定的承诺延期的贷款。专栏（3）报告结果取代联邦基金利率与季度固定效

应。所有的回归都包括国家和银行的固定效应。以银行和季度为单位的双向标准差错报告在

括号中。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的统计学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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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他银行特点 

我们关注的影响有可能是由于银行流动性的差异而不是银行资本。例如，Kashyap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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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2000）显示，更多的流动性银行受利率变化的影响较小。当我们加入银行流动性控

制时，表六报告结果。作为流动性条件的替代措施，我们使用流动资产比率，定义为存托机

构到期的现金和余额与总资产的比率，以及 Kashyap 和 Stein（2000）流动性量度，定义为

除交易之外的证券的比率帐户和联邦基金出售给总资产。使用 Kashyap 和 Stein（2000）衡

量流动性，我们发现，当联邦基金利率较低时，更多的流动性银行可以减少冒险风险。这与

Kashyap和 Stein（2000）的结果一致，即更多的流动性银行受利率变化的影响较小。（1）

至（3）栏中的流动资产比率无显着差异。重要的是，当我们同时控制流动性状况时，我们

与资本互动的主要结果是质的不变的。 

表六 

该表汇报了 1997 年第二季度至 2011 年第四季度银行贷款风险评级小组回归的估计结

果，包括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一级资本与银行流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因变量是银行对给定

贷款分配的内部风险评级，如美联储 STBL 所报告。流动资产是存托机构到总资产的现金和

余额; Kashyap-Stein 流动性是按照 Kashyap 和 Stein（2000）的定义，除了交易账户和联

合基金出售的证券与总资产的比率。所有其他变量如表Ⅳ所定义。对表 IV所列的所有贷款，

银行和区域层面的解释变量的回归控制，但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系数不予报告。在本季度

之前建立的承诺的贷款不包括在样本中。所有的回归都包括国家和银行的固定效应。排除季

度固定效应的回归控制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并为 NBER 衰退期提供了好消息。以银行

和季度为单位的双向标准差错报告在括号中。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的

统计学显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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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健性测试中，我们还包括使用其他银行特征的竞争互动效应来控制银行资本和银行

流动性以外的渠道。互联网附录表 IA.III 总结了结果。特别是，我们包括目标联邦基金利

率与以下银行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银行规模，盈利能力比率，存款与资产比率，短期存款

的分数，非余额存款的比例，贷款与资产比率以及 C＆I的分数贷款。 我们发现这些其他交

互术语中没有一个显着地输入。重要的是，与银行资本相互作用的系数及其统计意义受到包

括这些替代交互效应的影响很小。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我们把重点放在银行资本上作为货币

政策风险管理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D.资本和利率的替代措施 

 

表七 

该表列出了 1997 年第二季度至 2011 年第四季度银行贷款风险评级小组回归的估计结

果。因变量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STBL 报告的银行指定的内部风险评级。在本季度之前

建立的承诺的贷款不包括在样本中。股权/资产是指银行普通股与总资产的比例。一年期国

债收益率是美国国债的一年收益率。差价期限是 10 年期至 1年期国库券收益率之间的差额。

所有其他变量如表Ⅳ所定义。对表 IV 中所列的所有贷款，银行和区域层面的解释变量的回

归控制，但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系数不予报告。所有回归均包括国家固定效应和银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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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排除季度固定效应控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回归，以及 NBER 衰退期的虚拟。以

银行和季度为单位的双向标准差错报告在括号中。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

平的统计学显着性。 

 

表七显示，使用普通股权益与总资产的比例作为银行资本的替代衡量标准，结果是稳健

的。普通股权益与总资产的比例是衡量账面杠杆的一种衡量标准，与第一级监管资本比率不

同，风险无法调整。在第（1）至（3）列中，我们发现，使用账面杠杆作为银行资本的衡量

标准，相互作用项的系数是定性的。接下来，我们关注银行监管机构主要关注的一级资本比

率所获得的成果，虽然当我们使用账面杠杆比率作为银行资本的替代衡量标准时，结果在质

量上不变。 

表七的其余部分表明，使用替代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立场措施的结果是稳健的。 在第（4）

和（5）列中，我们发现使用一年期国债收益率作为利率代替而不是联邦基金利率的结果是

稳健的。再次，由于联邦基金利率和短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并不奇怪。 

通过改变长期利率反映的期限（Hanson and Stein（2015）），货币状况的变化也会影

响风险承担。因此，在第（6）和（7）列中，我们评估我们的主要结果是否对于控制 10 年

期至 1 年期国库券收益率的期限是稳健的。 我们继续发现银行资本与短期利率之间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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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负系数。 

在表八的列（1）至（3）中，我们显示，使用泰勒规则残差作为货币政策立场的替代措

施，结果是稳健的。在这些回归中，我们用泰勒规则残差代替表四的基本规格的联邦基金利

率，以将外部政策利率的组成部分隔离成经济状况变化。泰勒残值是从目标联邦基金利率的

滚动回归中获得的，CPI 通货膨胀率偏离 2％，而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与潜在

GDP增长率之间的专业预测者（SPF）中位数调查从 1997年到 2011年最后一个季度。每一次

滚动的泰勒回归均始于 1985 年第一季度，并在本季度在贷款水平回归之前的季度结束。我

们使用预测的增长而不是实际增长来更好地预测未来的经济状况。我们在第一级资本比率与

利率政策变量（现泰克规则残差所占据）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主要结果仍然持续，无论是否具

有季度固定效应（列（2）和（3））。当不包括相互作用项（列（1））时，我们还继续找

到泰勒规则残差的显着负系数。 

 

表八 

该表汇总了 1997年第二季度至 2011年第四季度银行贷款风险评级的面板回归估计。因

变量是银行对给定贷款分配的内部风险评级，如美联储 STBL 所报告。泰勒规则残差是从目

标联邦基金利率的滚动回归，通货膨胀的偏差从 2％和本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潜在的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中位数预测之间的差异获得的。每个滚动的泰勒回归均在本季度在贷款水

平回归之前的季度结束。第（4）栏中的回归包括目标联邦基金利率和银行资本之间的相互

作用，以及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与美国实际 GDP 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 NBER 衰退的时间特

征虚拟。所有其他变量如表Ⅳ所定义。对表 IV 中所列的所有贷款，银行和区域层面的解释

变量的回归控制，但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系数不予报告。在本季度之前建立的承诺的贷款

不包括在样本中。专栏（3）和（4）报告了四分之一固定效应的结果。所有的回归都包括国

家和银行的固定效应。排除季度固定效应控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回归，以及 NBER 衰

退期的虚拟。以银行和季度为单位的双向标准差错报告在括号中。 ***，**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水平的统计学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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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经济状况变化    

人们可能关心的是，银行资本与联邦基金利率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商业周期驱动

的，因为银行资本随经济周期波动，或者由于风险评级量随着经济状况内生调整，潜在地偏

置估计的系数。 具体来说，如果贷款人员在扩张期间对风险更乐观，我们预计在扩张期间

向调查报告的风险将被低估。 

因此，在上述分析中，我们直接通过纳入 GDP 增长和衰退变量，或间接使用泰勒规则来

控制经济状况的变化。然而，为了进一步减少我们的结果受到风险评级或银行资本所依赖的

经济状况的担忧，我们接下来会进行回归，直接控制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与经济状况之间的相

互作用，由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和 NBER 衰退时间特定的虚拟变量所捕获。回归结果

列于表Ⅷ栏（4）。我们发现，在控制经济状况时，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与银行资本比率之间

的相互作用系数通常不变。这些结果令人担忧，我们对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与银行资本比率之

间相互作用的调查结果是由风险评级的周期性偏差或银行资本比率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密切

关联所驱动。 

我们的结果也有可能反映了银行风险管理的差异。例如，更好的资本化银行可能有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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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状况更敏感的风险管理体系。如果未来的经济状况被联邦基金利率所捕获，那么这可以解

释为什么更好的资本化银行的风险评级对货币政策更敏感。然而，对于控制未来 GDP增长的

SPF 共识预测及其与资本比率的相互作用，结果是稳健的，这表明联邦基金利率不仅仅反映

未来的经济状况。互联网附录 IA.IV表格显示了表四中基线回归的结果，其中包括本季度和

未来三个季度每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预期。我们还包括 GDP增长预测与资本比率之间的

相互作用。联邦基金利率与资本比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保持不变，具有统计意义。 

F.证券化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考虑到银行经常发放贷款，随后在银团贷款市场上证券化或出售。

在这种情况下，贷款的风险（至少部分）转移到另一个实体。如果高度资本化的银行在经济

条件不明确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地获得证券化融资，那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发现当利率较

低时，他们可以借贷更多的风险较高的借款人。因此，我们通过计算 C＆I 贷款和出售和证

券化的未偿还本金余额与 C＆I贷款和租赁总额之间的比例来控制 C＆I贷款的部分，使用来

自呼叫报告的附表 RC-S的信息。 

我们将贷款证券化变量的水平及其与联邦基金利率的相互作用作为额外的变量加入到

表 IV中的基本规范中。结果列于表Ⅸ。我们失去了大量的观察资料，因为仅在 2000年中期

以后才能获得有关贷款销售和证券化的信息，而在原始样本中约有 80％的银行。我们发现，

C＆I 贷款的较高部分证券化或出售的银行往往平均扩大更安全的贷款。 然而，这种模式并

不随联邦基金利率的水平而变化。 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要业绩在控制贷款证券化后没有变

化。 

 

表九 

该表汇总了 1997年第二季度至 2011年第四季度银行贷款风险评级的面板回归估计。因

变量是银行对给定贷款分配的内部风险评级，如美联储 STBL所报告。 C＆I 贷款证券化与 C

＆I贷款和租赁总额的比例来自“Call Reports”。所有其他变量如表Ⅳ所定义。对表 IV中

所列的所有贷款，银行和区域层面的解释变量的回归控制，但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系数不

予报告。（4）至（6）列中的回归不包括本季度之前承诺的样本贷款。专栏（3）和（6）报

告了以季度固定效应取代联邦基金利率的结果。所有的回归都包括国家和银行的固定效应。

排除季度固定效应控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回归，以及 NBER 衰退期的虚拟。以银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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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为单位的双向标准差错报告在括号中。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的统

计学显著性。 

 

 

G.货币政策的内生性    

我们识别方法的一个关键假设是货币政策引发的利率变化对银行风险承担是外生的，或

者更确切地说，货币政策对新发行贷款的风险没有作出回应。目前，有关货币政策框架是否

应修改为将金融稳定作为明确目标的辩论。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前，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中，

金融稳定性考虑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发挥了有限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具有明确的通货膨胀目

标框架的中央银行）。 

在 2007 年危机发生之前，衡量美国货币政策制定中金融稳定考虑的一个方法是分析联

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记录，寻找与金融稳定有关的关键词。具体来说，我们计算每个关键

字在 FOMC 分钟内出现的次数，以及每个关键字出现的报告数。我们计算总计数和其频率，

确定为在一段时间内使用关键字的次数 除以该时间段的季度数。我们对与金融稳定性相关

的 14 个不同关键字执行这些计数，从“银行风险”变为“财务状况”。结果总结在互联网

附录表 IA.V中。 

除了财务状况这个关键字“财务状况”之外，我们发现大多数与金融稳定有关的关键字

很少在 FOMC会议记录中使用，特别是 2007年之前。关键词如“金融稳定”、“银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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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系统性风险”在此期间并未出现一次。2007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关于金融稳定

的关键词在 FOMC会议记录中更加频繁，尽管大多数关键字的增长幅度较小。这些结果表明，

至少直到最近，金融稳定性考虑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起了有限的作用。 

上述分析当然只是提示，绝对不应该被解释为美联储对金融稳定风险几乎没有重视的证

据。相反，这与现有的观点一致，即保护金融稳定主要是监管和监管政策的工作，而利率政

策的工作则侧重于传统的价格稳定目标，缓和产出偏离其潜力 （Bernanke（2002，2011），

Mishkin（2010））。 

然而，有一些证据符合这样的观点：货币政策即使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前（包括发达经

济体）也对金融稳定性的关切作出了回应。例如，Peek，Rosengren 和 Tootell（1999）估

计了 1968年至 1994年期间美国政治利率的反应函数。除了标准的宏观预测变量之外，它们

还包括对银行健康平均值的代理（即监管级别较弱的银行部分）。他们发现，银行业健康对

政策利率有独立影响，这表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确实关注银行健康。 

鉴于这一讨论，我们仍然担心政策利率内生回应银行风险，这将推动我们的业绩。在将

样本限制为真正的新贷款（即在以前的承诺下未实现的贷款）和控制宏观经济条件（直接和

通过泰勒规则残差）有助于缓解这一担忧的情况下，我们执行若干样本分割以解决特定的内

生性问题并帮助识别。 

 

表十 

该表列出了 1997 年第二季度至 2011 年第四季度银行贷款风险评级小组回归的估计结

果。在第（1）栏中，样本仅限于小型银行，定义为资产低于前五分之一的银行。第（2）栏

中的回归从样本中排除了资产分配前 1％中的银行总部所在的国家。第（3）栏中的样本由国

家收入增长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不相关（即低于中位数相关）的国家的银行贷

款组成。第（4）栏中的样本不包括金融危机期（2008 年至 2010 年）。列（5）中的样本排

除了银行故障率很高的时期，银行故障率高于样本中位数，其中银行倒闭的部分取自联邦存

款保险公司，相对于保险银行的数量计算。因变量是银行对给定贷款分配的内部风险评级，

如美联储 STBL 所报告。所有其他变量的定义如表 IV 所示。表 IV 中所有贷款，银行和区域

层面的解释变量的回归控制，但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不会报告其系数。所有回归包括州，银

行和季度固定效应。以银行和季度为单位的双向标准差错报告在括号中。 ***，**和*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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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1％，5％和 10％水平的统计学显著性。 

 

 

 

首先，内生性可能更多地是全国银行的担忧，其贷款组合反映了全国的经济活动，而不

是主要受当地冲击影响的小型本地银行。因此，我们对来自当地银行的贷款的子样本进行回

归，也就是排除了样本大银行，其中内生性更受关注。 表 X中的列（1）在将样本限制为小

型银行时报告回归结果，小型银行定义为资产低于最高五分之一的小型银行。我们继续发现

利率和贷款风险评级之间的重要和负面关系。事实上，银行资本和利率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负

系数与包括大型银行在内的全部样本中的负相关系数相似。这表明我们的结果并没有被大型

银行包括在内。 

第二，内生性不太可能成为主要是当地银行的国家所担心的，因为这些银行不太可能将

冲击转移到整体经济，因此不太可能促成货币政策的反应。事实上，在货币政策对金融冲击

做出反应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对本地化的冲击作出反应。因此，在表 X 的第（2）列中，我

们将样本从银行系统小的国家限制为银行从样本中排除资产分配前 1％的银行总部。我们继

续在银行资本和利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期中获得显着的负数。 

第三，由于货币政策可能受全国经济条件的驱动，在第（3）栏中，我们将样本限制在

与美国整体商业周期同步的商业周期较少的国家。更准确地说，我们通过收入增长与美国 GDP

增长的相关性对国家进行排名，并对低于中位数相关性的状态子样本运行我们的主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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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结果主要是由于货币政策对周期的反应以及风险承担相关变化的推动，则在国家周期与

国家周期相关性较小的国家的子样本中应该不太重要。相反，我们的结果是，如果周期与国

家周期相关的国家的子样本中更强。经济效应确实比基本情况更强：将利率从第 75 百分位

数降至第 25个百分点将使得强大的资本化银行（第一级资本比率在第 75位）的贷款风险等

级提高了 0.12倍，而不是一个资本不足的银行（第一级资本比率为第 25位）。与 0.8的贷

款评级标准差相比，这种差异效应是显著的。 

第四，当银行陷入困境时，货币政策可能对银行风险的反应更为敏感，在这种情况下，

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在金融危机期间应该更受关注。此外，在遇险时期，风险转移可能会特别

明显。因此，我们重申了非危机时期的主要回归，危机时期定义为 2008年至 2010年。这一

时期通常被视为美国抵押贷款危机的高峰期，而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性担忧作出了重大反应

的时期。例如，正是在 2007 年第三季度，美联储开始大幅降低利率，以应对美国金融体系

日益疲软的迹象，贝尔斯登两家对冲基金遭到抵押贷款的关闭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国家金融公

司披露财务困难。此外，在金融危机期间，银行发现发行资本和调整杠杆作用特别昂贵。对

于最近的金融危机尤其如此，当银行间市场冻结时，美国银行的外部资本供应变得稀缺，部

分原因是银行破产担忧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对手风险增加。因此，我们预期利率和银行风

险承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对于资本化良好的银行而言，主要是在没有金融危机期间，杠杆

率可以轻松调整以增加风险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与我们的先验一致，在第（4）栏中，我们发现资本比率和利率之间的相互作用项对银

行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在非危机期间更为显着。我们在非危机期间的主要结果的经济影响是

巨大的，并且略大于全部样本的估计。与我们的先验一致，在第（4）栏中，我们发现资本

比率和利率之间的相互作用项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在非危机期间更为显着。我们在非

危机期间的主要结果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并且略大于全部样本的估计。 

最后，在第（5）栏中，我们将样本限制在相对较少银行倒闭的时期，使用银行倒闭的

数量作为银行危机的替代代理。再次，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在银行倒闭相对较多的时期更受关

注。我们从 FDIC 获取银行倒闭的分数数据。我们发现，与我们以前在非危机期间的结果相

一致的是，银行倒闭相对较少的期间，利率下降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不成比例。 

综合来看，样本分割回归表明，我们的主要结果是持有的，如果排除样本中的任何内容

更为明显，那些内生性关注更为明显的观察（例如金融不稳定期间，当金融稳定性考虑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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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具有 影响货币政策）。因此，这些结果缓解了我们的主要发现受到政策利率对银行风险

的内生反应的影响的担忧，并且至少在非危机期间为利率，银行资本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

联系提供了因果解释的额外支持周期。 同时，这些结果支持了金融稳定考虑在 2007年后期

货币政策立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银行风险的内生反应也改变了利率，银行资本，和非

危机时期的银行风险承担。 

H.资本效应的非线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考虑到银行资本和利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条件影响风险承受能力

的可能性是非线性的。然而，这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风险转移可能会随着资本枯竭而变得

越来越明显，有限责任更有可能具有约束力（例如，Dell’Ariccia, Laeven, and Marquez 

(2014)）。 

在表十一栏（1）中，我们通过在将样本限于资本比率接近监管最低限额的银行时，通

过重新确定基准规范来测试这一预测，定义为监管最低 4％的三个百分点内的一级比率 （即

7％以下）。与风险转型文献的预测一致，我们发现，相对较低的资本水平的银行，互动效

应变得更大（虽然在大幅度减少的样本中失去意义）。 

 

表十一 

该表列出了 1997 年第二季度至 2011 年第四季度银行贷款风险评级小组回归的估计结

果。因变量是银行对给定贷款分配的内部风险评级，如美联储 STBL所报告。第（1）栏中的

样本仅包括一级资本比率在 4％的三个百分点内的银行。第（2）栏中的样本仅包括银行集中

度高的州银行贷款，定义为中国银行贷款在州级以上银行股份数量的 Herfindahl-Hirschman

指数。第（3）栏中的样本不包括风险评级最高的贷款。列（4）报告估计贷款评级为非常高

风险（即内部风险评级为 4 或 5）的概率的 logit 回归结果，使用 1997 第二季度至 2011 第

四季度贷款。所有其他变量如表Ⅳ所定义。对表 IV 中所列的所有贷款，银行和区域层面的

解释变量的回归控制，但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系数不予报告。在本季度之前建立的承诺的

贷款不包括在样本中。除 Logit回归之外的所有等式包括状态和银行固定效应。排除季度固

定效应控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回归，以及 NBER 衰退期的虚拟。logit 回归报告是伪 R。

（1）至（3）的括号中以银行和季度为单位的双向标准差错报告。在银行汇总的标准差错报

告在括号内进行回归（4）。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的统计学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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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互动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从联邦基金利率到贷款利率的通过效应的强度，而这又反

映了银行业的本地市场结构（参见附录）。特别是，在更集中的市场中，预期通过效应会更

小。在这样的市场中，市场力量将降低贷款利率反映政策利率变化的程度。随着通过效应越

来越小，风险转移的净效应越来越大，互动效应的大小也越来越大。当将浓度限制在较高浓

度状态的银行时，这正是我们发现的。具体来说，在第（2）列中，我们将样本限制在银行

集中度高的州的银行贷款中，其定义为在样本中位数以上的 STBL 贷款中银行股份数量的

Herfindahl-Hirschman指数。与基本规格相比，银行资本和利率的相互作用术语具有绝对值

大幅度的统计学显着系数，与相对较强的风险转移效应相一致。 

 

接下来，我们通过关注最具风险的贷款评级类别来考虑资本效应的非线性。 在第（3）

栏中，我们排除风险评级为 5 的样本贷款，这是 STBL 规模中风险最高的贷款。我们发现，

尽管估计系数的大小稍小（绝对值较大），但从样本中排除风险最高的贷款，银行资本和利

率的互动效应仍然显着为负。这一结果也反映出我们的结果是由风险评级中的异常值或作为

分类贷款的新贷款错误分类驱动的。 

在第（4）栏中，我们通过使用 logit 回归估计贷款评级分配为 4 或 5 的概率来关注风

险最高的贷款类别。银行资本比率和联邦基金利率之间的相互作用项目继续产生显着的负系

数。 这些结果在银行贷款评级的多项式 Logit回归中得到证实（见互联网附录表 IA.VI），

其中我们在资本和利率之间的相互作用项上获得负对数优势系数，对数奇数系数增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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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为风险评级为 4或 5 的贷款获得最高价值（绝对值）。总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我们

对资本互动的主要影响在较高的资本水平和风险最高的贷款方面特别明显。 

I.替代风险措施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通过 C＆I 贷款的风险承担。显然，银行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增

加风险，包括通过增加贷款（除了借贷风险较高的借款人）和购买有风险的证券。 

表十二报告结果，当我们用两种替代风险替代方法之一替代结果变量时：银行的 c &I

贷款的一季度百分比变化，以及美国财政部不担保的证券对总资产的比率。这些回归中的银

行数量包括呼叫报告数据集中的所有银行，而不仅仅是响应 STBL的那些银行。在与表 IV中

的主要回归相同的抽样期间估计回归。我们在风险承受的这些利润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高利率银行在利率低的情况下，大量扩大了 C＆I贷款并持有风险的证券。 

总而言之，这些结果可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并支持我们的研究结果，即银行杠杆是推动

货币政策风险承受渠道的关键因素。 

 

表十二 

该表格报告了 1997年第二季度至 2011年第四季度风险替代措施评估小组回归的结果。

列（1）至（3）中的因变量是银行的商业和工业（C＆I）贷款的百分比变化，第( 4 )至第( 6)

栏的相关变量是由未由美国财政部担保的银行持有的证券与总资产的比率，均取自于呼叫报

告。所有其他变量如表Ⅳ所定义。对表 IV 中所列的所有贷款，银行和区域层面的解释变量

的回归控制，但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系数不予报告。所有的回归都包括国家和银行的固定

效应。 排除季度固定效应控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回归，以及 NBER衰退期的虚拟。 以

银行和季度为单位的双向标准差错报告在括号中。 ***，**和*分别表示 1％，5％和 10％水

平的统计学显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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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本文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短期利率环境低下会增加银行风险（至少在新的贷款发行

利润率）。我们的实证分析显示，利率下降一个标准差将导致新增贷款的风险评级增加约 0.11

（与标准差为 0.8）相比。此外，与传统的风险转移渠道相一致，我们发现效应取决于银行

资本化程度：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对于资本不足的银行来说并不明显。强弱资本化银

行之间四分之一降低利率的差异效应是风险评级增加约 0.08 至 0.10，即标准差的十分之一

到八分之一。 

我们使用新发行贷款的贷款水平数据获得这些结果，这对评估一般信贷条件对美国银行

贷款风险的影响至关重要。大多数现有研究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级或总体风险度量。通过

限制我们的注意力来扩大新的贷款，我们可以将重点放在事前冒险上，与现有的分析事后贷

款业绩的研究相反，后者可能会受到后续事件的影响。最后，通过调整银行杠杆作用，我们

的分析与理论银行文献有关，假设风险承担是银行资本结构的一个功能。 

我们对政策利率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平均关系的调查结果与 Jimenez等人的观点一致。

（2014）。然而，我们有利于风险转移的研究结果与其结果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发现资本最

少的银行对政策变化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收紧时的风险较小，放松风险更大。他们的结果

与搜索收益渠道更一致。虽然我们的结果不能很容易地与他们的结果相比较，但鉴于它们是

基于风险的不同措施和不同的国家样本，结果的差异意味着银行杠杆和货币政策的理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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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替代风险——传统风险转移和寻求收益率的渠道——以及传统的投资组合重新平衡

渠道。 

我们的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测试中幸存下来，特别是旨在消除对货币政策内生性的担

忧。例如，经济体的国家与全国商业周期不一致的情况更为显着，因此不太可能影响货币政

策决策。 

虽然我们的结果具有统计显着性和稳健性，但其经济幅度相对较小。鉴于投资组合重新

平衡和风险转换效应指向相反的方向，净效应不大，这并不奇怪。与此同时，效果并不是微

不足道的，因为即使在银行业务最密切的部分（即贷款）中，银行似乎以可检测的规模从事

这种冒险形式。 

孤立地考虑，我们的结果不大可能就货币政策是否应更明确地关注金融稳定的辩论来辩

论。例如，仅根据我们的结果，很难将传统泰勒规则中的一些金融稳定指标加入。因此，我

们的结果可能被认为是对那些声称货币政策应该从金融稳定中抽象出来的人（例如，斯文森

（2015））。此外，与文献中的许多其他实证结果一样，我们的结果不太适合回答社会福利

立场面临更宽松货币政策的银行的额外风险承受能力是否过高（例外，请参阅 Stein（2012））。 

重要的是要注意，本文着重介绍一种非常具体的风险承担——新贷款的风险。虽然我们

对银行持有的风险证券发现了类似的影响，但对银行整体资产组合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

而利率政策还有其他一些渠道可以影响银行的稳定性，包括杠杆，流动性和期限不匹配

（Adrian and Shin（2009））。此外，风险活动可能从银行流向金融系统的其他部分（例

如，Chodorow-Reich（2014）和 Vissing-Jorgensen（2014）的讨论）。 

就像贷款渠道文献一样，建立风险管理渠道的存在可能比可靠地量化其重要性更容易

（参见 Kashyap和 Stein（2000））。 

 

 

原文链接：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759242 

作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EPR 研究部，欧洲中央银行总局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研究和统计资

本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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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性金融部门和主权风险 
 

 

作者：Xisong Jin 和 Francisco Nadal De Simone，何昕 编译 

 

导读：该文采取了一种综合的方法，从卢森堡其他系统重要机构(osiis)，从它们所属

的全球系统重要银行，研究从 osiis、住房市场、非金融公司部门和主权的投资基金中产生

的系统性风险。把所有部门资产负债表都整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系统或有债权将与政府一般

资产负债表的随机版本相联系，以衡量其对主权风险的影响。明确地建模违约依赖性并捕获

金融市场典型的时变非线性和反馈效应，该方法评估来自金融部门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或有负

债的系统损失和潜在的公共部门成本。各种脆弱性和风险指标表明，主权国家对各种冲击的

反应是稳健的。分析突出了可持续的财政状况对金融稳定的关键作用。 

 

1.引言 

2010年，由于市场质疑债务可持续性，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蔓延。

2010年4月，当一些欧元区国家降级时，市场在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CGFS，

2011年）推高了信用违约掉期（CDS）的上涨。 反过来说，更高的主权风险又推高了银行的

融资成本，并改变了其组成。此外，银行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和“大失败”的全球系统制度通

过大量的隐性或有负债来扩大主权风险，如爱尔兰。此外，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的主权

风险也引起关注，市场对欧元区生存能力的看法产生了负面影响。 

主权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部门风险明显相互交织。链接是多重的，并且在两个方向上运行。

首先，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务损失削弱了资产负债表，增加了风险，使银行融资成本高昂，难

以获得。第二，较高的主权风险降低了银行可以用来提高批发融资和中央银行流动性的抵押

品的价值。第三，主权降级一般流向国内银行评级较低的地方，增加批发融资成本，并可能

削弱市场准入。第四，主权的削弱降低了银行从隐性和明确的政府担保中获得的资金利益。

其他风险传播渠道包括银行持有外国主权债务或简单传染所产生的国际溢出效应;由于主权

紧张局势导致风险厌恶的变化，并挤出了为发行证券的银行提供资金成本的效应。自 2008

年以来进行的金融部门改革试图减少主权和金融部门之间的联系。然而，还有一些仍然存在，

如主权评级对银行持有主权债券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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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经济分析没有适当地解释金融部门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系统性风险相互作用，限制了

我们对不同经济部门或国家间风险的传播和扩大的理解。欧洲中央银行总理事会于 2010 年

成立的宏观审慎研究网络（MaRs）旨在开发核心概念框架，模式和/或工具，为欧盟提高宏

观审慎监管提供研究支持。MaRs在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和实证工作：将金融稳定与经济绩效挂

钩的宏观金融模式;预警系统和系统性风险指标;最初是银行间的传染风险。然而，主权债券

利差的上涨促使 MaRs将后者扩大到包括主权传染。几种 MaRs论文中采用不同的方法论发现，

欧洲主权信用利差高度相关（例如，Barbosa和 Costa 2010，Broto和 Perez-Quiros 2011，

Lucas，Schwaab 和 Zhang 2014）。在主权危机爆发之前，主权债券收益率的大部分行为可

以通过全球风险厌恶措施来解释，但这些全球性因素似乎已经让位于更特殊的发展。研究银

行与主权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金融稳定研究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个使用综合方法来衡量银行和投资基金行业，家庭和非金融企业

部门的系统风险的研究，然后将所产生的系统性或有债权归结为随机版本的政府资产负债

表。在这个综合框架下，系统性风险可能源于私营和公共部门。系统性损失可能来自金融部

门普遍的系统性风险;来自金融部门的传染;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加剧;从房

地产市场或从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主权。拟议的方法通过明确建立金融部门中的违约依赖关

系，并捕获金融市场典型的时变非线性和反馈效应，来评估来自金融部门的或有负债的系统

损失和潜在的公共部门成本。与静态或会计驱动的模型相比，该方法通过“价格中介”传播

（Cont 和 Schaanning，2015）来捕获潜在的损失，这可能使金融机构面临资产分类，监管

阻止其持有。相对于资产负债表中显而易见的，这可以扩大该机构对某一风险因素的风险敞

口。该方法还可以通过对其赞助的投资基金的隐性财务支持来衡量银行风险敞口。因此，该

框架还有助于校准银行所需的额外损耗吸收能力，以弥补其对系统性风险的直接和间接贡

献。最后，它还可以调整主权风险和脆弱性的措施来解释所有上述系统性风险的来源。 

主要结果如下： 

首先，各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指标与卢森堡和欧元区主要宏观经济发展相关。 特别是利

率的下降有助于减少银行和投资基金的脆弱性，尽管这也增加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依存关

系。这些发现与 Jin和 Nadal De Simone（2014a和 2014b）的结果一致。 

第二，卢森堡其他系统重要机构（OSII）产生的隐性政府担保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有价值

下降，几乎不受主权危机的影响。这些担保的波动主要是由于相关性的变化而不是由于遇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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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的变化而导致的。投资基金和欧洲银行业务组织的有条件的隐性政府担保往往是 OSII

附加的 1/2至 1/3。应该注意的是，由 OSII赞助的投资基金占卢森堡投资基金总资产的不到

1％。 

第三，除了主权危机之外，欧洲银行业集团之间的异质性在 OSIs样本期间也不如 OSIIs。

在莱曼崩溃之后，最高条件的隐性政府担保可能已经达到约 8亿欧元。在主权危机期间，这

一数字下降到 4亿至 0.1 亿欧元之间。在资产质量审查和单一监督机制启动之前的不确定时

期，担保再次上涨至超过 6亿欧元。 

第四，投资基金的预期损失概况与 OSII 和银行集团的预期损失概况大致相似。然而，

投资基金和银行集团之间的系统风险来自于直接来自 OSII之间的困境的系统性风险。 

第五，家庭和非金融公司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似乎不是直接相关的。非金融企业部门的特

点是，由于大型控股公司为卢森堡的世界业务提供资金，导致遇险。相比之下，家庭行业的

风险在抽样期间相当稳定。 

第六，对于卢森堡的主权国家来说，到 2013 年以后，遇难的距离明显改善，主要表现

在一般政府初级盈余水平的提高和一般政府债务的稳定。 

第七，主权国家的稳健性并没有受到任何来源的系统性风险的严重影响。隐性有条件的

政府担保在金融部门遇险或家庭抵押贷款或非金融公司贷款的巨大和合理的冲击中并没有

显着偏离基准。 

最后，主权资产价值波动的 40%增加，加上对 osiis、银行集团、投资基金或非金融私

营部门的冲击，将大大影响主权风险，但卢森堡主权的完整性不会受到损害。然而，这种不

利情况表明，需要在周期内采取强有力的财政立场，因为它会从其基准中广泛地偏离主权风

险。 

下一节将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各种文献进行选择性回顾。第三节介绍了建模框架，第四部

分讨论了数据。第五节介绍了系统性风险和脆弱性措施的结果。第六节总结。 

2、选择性文献综述 

有关金融部门主权与系统性风险联系的文献可以说是广泛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主权承

受的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是多少？(银行能成为“过度拯救”吗？）第二，银行系统风险实

际上是多少主权风险？文献中有三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种方法将系统性风险视为主要从主权转向银行。Li和 Zinna（2014）估计，法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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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银行信用风险的平均 45％实际上是主权风险，但意大利仅为 30％，德国为 23％。银

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被认为是系统重要的欧洲主权国家的共同违约，与主要债务持有量

以及政府的预期支持度呈正相关。然而，Li 和 Zinna 认为独立的布朗运动过程推动了系统

强度，国家强度和银行强度，不幸的是排除了“系统性风险”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冲击。为了

模拟风险传播，Korte 和 Steffen（2014）认为，政府债券持有的零风险权重增加了国内主

权国家与欧洲主权 CDS市场指数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得出结论，零风险提供的补贴将国债提

升到最高水平。Gennaioli 等（2014）认为，政府违约是昂贵的，因为它破坏了国内银行的

资产负债表，如希腊。他们的模式补充了 Acharya 等（2012）爱尔兰危机的模式，对银行的

隐性担保迫使政府在短期内挖掘融资市场。然而，这一分析提出了政府为什么首先偿还债务

的问题。他们的模型预测，虽然公共违约提高了国内资源，却降低了持有国内政府债券的银

行流动性，降低了国内信贷，投资和产出。 

第二种方法是从银行到主权机构的系统风险。Ang 和 Longstaff（2013）研究了美国财

政部，美国各个州和主要欧元区国家的 CDS利差的系统主权信用风险。他们使用多因素仿射

框架，发现美国国家之间的系统风险远低于欧元区主权国家。他们得出结论，美国更严格的

宏观经济联系并不会导致比欧洲更高的系统性风险。相反，他们发现美国和欧元区系统主权

风险与金融市场回报密切相关。这是从 CDS期限结构的横截面估计主权信用利差的系统组成

部分的第一篇文章。但是，主权和金融部门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被模仿，所以不会引起风险传

播。此外，本文仅考虑了作为系统性风险来源的常见冲击。Acharya 和 Steffen（2013）认

为，欧洲银行业危机部分可以通过银行“套利交易”来解释。他们使用多因素模型将希腊，

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股本回报与德国政府债券收益联系起来。结果表明，银

行在短期批发市场筹集资金投资周边主权债券。Marques 等（2013）提供了国际计量经济学

证据，表明政府担保与银行的风险承受行为有正相关关系，市场纪律在控制银行系统重要性

指标（规模，杠杆和资产风险，但不一定相互关联）。 

相反，目前的研究认为以前的两种方法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Acharya 等人

（2014年）提到的一个早期文件，他们认为，银行救助引发了发达经济体主权信用风险的上

升。虽然救助措施减轻了提供金融服务的扭曲，但增加的资金援助减免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削弱了主权的信誉。不过，作者警告说，较高的主权信用风险也会通过隐性和明确的政府担

保以及通过银行持有的主权债券来回馈金融部门。Acharya 等人提供了使用欧元区 CDS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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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和主权信用风险双向反馈的经验证据。虽然没有明确地解决系统性风险，但是他们的

论文解决了其两个基本要素：反馈效应和非线性。 

这一传统的另一篇文章是 Bolton and Jeanne (2011)，他们开发了一个理论开放经济模

式，金融市场与主权国家相互作用，允许跨国传播。风险多样化的事前效益与事后费用相反。

没有财政一体化的金融一体化导致政府债务的均衡供给低效，更安全的政府无效地限制可以

用作抵押品的高质量债务的数额，以及风险较高的政府发放太多债务，因为它们忽视了传播

成本。 

Correa等人（2014）探讨了政府对主权信用评级的支持和变化如何影响银行股票收益。

1995年至 2011年期间，在 37个国家的银行使用数据，发现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对预期获得

政府支持力度较强的银行的股票收益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对于那些政府更好地提供支持的发

达经济体的银行，这一结果更为强劲。 

Black 等（2016）将系统风险衡量为假设保险费用，以涵盖使用 CDS 利差，股本回报相

关性和个别银行总负债的欧洲银行体系中的不良亏损。他们令人信服地认为，银行 CDS不仅

包含银行的系统风险，还包含主权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Van der Kwaak和 van Wijnbergen（2013）分析了银行救助，金融脆弱性和主权债务折

扣之间的相互作用。有趣的是，在短期债务融资假设下，违约的可能性并不影响均衡结果，

因为债务利率反映了较高的违约概率。当引入长期政府债务时，均衡结果显着恶化，信贷紧

缩会增加产出损失，经济衰退持续时间以及金融危机后的投资下滑。政府债务的到期结构是

扩张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Giglio等（2016）为美国和欧洲构建了几个系统性风险措施。然而，不同措施之间的相

关性相当低，表明它们捕获了金融体系状态的不同方面。 虽然 CoVaR 可能会捕获典型的系

统性风险的反馈和非线性，但其他措施也没有。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个别措施与宏观经

济下行风险缺乏统计学关联，因此可能无法为制定宏观审慎政策提供有用的投入。然而，这

些措施在预测经济衰退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建议其所包含的信息需要汇总。 

主权和金融部门之间的传播可以在双向上进行，因此系统性风险的措施必须考虑不同的

可能的互动渠道。Jin 和 Nadal De Simone（2014a，2014b）在银行和投资基金中同时估计

系统性风险。他们的框架应用了基于或有债权分析（CCA）的 Merton（1974）结构性信用风

险模型来估计遇险概率。然后量化金融机构之间的困境依赖性，以捕捉相互关联和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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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和反馈效应。他们的系统性风险措施将 Merton 模型的困境边际概率与 Segoviano

（2006）的一致信息多变量密度优化（CIMDO）方法相结合。Jin和 Nadal de Simone（2014a）

扩展了该框架，以生成系统性风险的样本外预测。 

一些作者使用共同国家评估来衡量公司违约风险和公共部门或有负债。 Gapen 等人

（2004）采用共同国家评估方法来确定企业部门和经济范围的脆弱性。Gapen 等人（2005）

和 Gray和 Malone（2008）扩大了共同国家评估，以估计主权风险。Fisher 和 Gray（2006）

利用它来衡量印度尼西亚和凯勒，库泽尔和苏托（2007）的主权和银行业风险，以跟踪土耳

其的主权风险。Gray 和 Walsh（2008）应用 CCA 来获取智利银行体系的风险指标。Gray 等 

（2008）利用共同国家评估研究公共部门的债务可持续性。Gapen（2009）应用 CCA 来评估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隐含担保。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 CCA纳入美国

金融部门评估计划（2010 年），德国（2010年）和英国（2011年）的压力测试模块中。 

最后，Gray和 Jobst（2011）制定了系统性 CCA 框架来衡量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这

种方法将 CCA应用于个别金融机构，然后用时变和非线性依赖结构估计多变量广义极值分布。

股权和 CDS市场信息用于计算个别或有负债，并提供系统性或有负债的有条件和非线性度量。

这种方法也用于上述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测试。 

本文的方法与 Gray和 Jobst（2011）的系统 CCA 密切相关。与 Adrian 和 Brunnermeier

（2008）的 CoVaR，Acharya 等（2009）的系统性预期短缺（SES）和 Huang 等人（2010）的

“遇险保险费”（DIP）相比，本文的方法是基于多元 Copula，允许非参数估计个人和联合

违约风险，并且捕获金融市场典型的非线性和反馈效应。Copula方法和分位数回归已经扩展

到动态环境（例如，Patton，2006a，Engle 和 Manganelli，2004），并且可以提供关于依

赖程度和结构的信息。然而，分位数回归（如 CoVar，SES和 DIP）无法模拟联合或多变量分

布（Baur，2013）。因此，分位数估计和预测必须严重依赖于不切实际的全球分布假设。 

3.综合建模框架 

本研究采用 Jin和 Nadal De Simone（2014a）开发的综合建模框架来衡量银行和投资基

金产生的系统信用风险。虽然核心方法是一样的，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也扩大到了卢森堡经济

的剩余部分：家庭，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主权国家。据我们所知，这是建立一个经济所有部门

相互关联的随机资产负债表框架的第一个延伸。广义动态因子模型（GDFM）模块未实现以节

省空间并降低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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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仅讨论框架的主要特征。综合框架的输出部分，即 CIMDO模型，结合了先前的依赖

结构，该结构是使用 Qi和 Sun（2006）最相关矩阵调整的资产回报上的滚动窗口分别估计的。

产出是 Segoviano和 Goodhart（2009）和 Radev（2012）最初为银行提出的一套系统性信用

风险措施。这些都适用于银行和投资基金。 

欧洲央行（2009年）金融稳定评估区分了三种形式的系统性风险：第一种是金融部门的

共同困境，第二种是由传播性产生，最后一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脆弱性增长的结果无序的

方式。第一种形式的系统性风险由金融系统脆弱性（FSF）指标和金融系统指数（FSI）测量。

FSF 衡量至少两家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可能性，FSI 衡量由于普遍冲击而使任何一家金融机

构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的预期数量将受到影响。系统性风险，传染性的第二种形式由遇难依

赖矩阵（DDM）度量衡量，该度量显示出金融机构遇险的成对概率，以及 PAO 测度，其中描

述了至少有一个以上金融机构将一个机构已经违约了。第三个在本研究中没有测量。 

CIMDO 方法有几个重要的优点。它可以以相对有效的方式从有限的信息（例如，默认的

边际概率）中恢复多变量分布。它不需要明确地选择和校准参数密度函数。它描述了在边际

分布的增加和连续变换下不变的变量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相关性。依赖结构在多变量密度的

整个领域都具有特征，但 CIMDO方法似乎在密度的尾部特别强大，这是对系统性风险的任何

有用的讨论的相关部分。 

3.1基于账面价值的默顿信用风险 

由于只有资产负债表数据可用于银行和投资基金，所以默顿模型不能直接应用。相反，

使用替代方法计算违约概率（PD）。Souto 等人（2009）和 Blavy 和 Souto（2009）发现，

基于图书和市场的默顿信用风险度量高度相关。此外，Adrian等（2013）有力地认为，总资

产与账面股本的比率是衡量资产价格模型中杠杆的关键指标。Danielsson等人（2012）也认

为“在衡量投资组合选择中的杠杆，而不是市值时，”账面权益是适当的概念。这里遵循这

种方法。  

Adrian等（2013）显示，美国投资银行的杠杆波动周期，资产负债表与债务总额相反，

股本保持不变。卢森堡银行似乎也是如此。然而，投资基金行业资产年均变动和股权变动同

时发生变动，债务变动相对较小。 

基于账面价值的资产波动率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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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季度 t总资产的账面价值，N为连续四个季度设置的滚动窗口的宽度。默顿模型

的账面价值风险中性 PD6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估计： 

 

其中隐含的账面价值风险中性距离 - 违约（DD）仅仅是企业违约的标准偏差数量： 

 

与银行相反，主权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不太精确。然而，总主权资产可以通过同时求解

最优对冲方程和看涨期权方程式的账面价值来估计： 

 

其中， ，r是无风险利率， 是标准正态分布的

累积密度函数。主权股权波动率如前所述使用滚动窗口计算： 。 表

示时间 t的主权权益的账面价值，N确定滚动窗口的宽度（连续四个季度）。 在本文中，隐

含的账面价值风险中性主权 DD 用于跟踪主权系统风险的完整形式，而不是通常接近于零的

风险中性主权 PD。 

3.2 CIMDO方法 

Segoviano（2006）开发的 CIMDO 方法是基于 Kullback（1959）提出的交叉熵概念。这

意味着最小化交叉熵目标函数，其在后面的一组约束下链接先前和后验分布。例如，对于两

个金融机构 X和 Y，由随机变量 x和 y表示的对数回报，可以将以下函数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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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与 是这两个金融实体的遇险概率， 是后验和先验分布。

以及 是加性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和两个一致性约束（概率是非负的）。对于每个债

务人来说，遇险地区的 PD 由分配的部分在其遇险阈值 或 上描述。后验密度的最优解如

下： 

 

该解决方案强调了遇险阈值和 PD 在系统性风险分析中的重要性。当一个或两个随机变

量取值高于指定的截止值时，例如当更多的质量向着分布的尾部移动时，遇到的时间，后关

节密度将从其先前发散。如 Segoviano（2006）所证实的，CIMDO 回收分布在概率整数变换

标准下胜过常用的参数多变量密度。在本文中，先前的分布被假定为反映结构方法基本版本

背后的参数假设的多变量正态分布（Merton，1974）。重要的是，遇险阈值是 CIMDO方法的

核心参数之一。根据 Goodhart 和 Segoviano（2009）的直觉，每个金融机构假设平均遇险阈

值，使用其平均 PD的逆标准正态分布。 

请注意，CIMDO方法是标准 copula方法的“倒数”。 CIMDO密度捕获 PD之间的依赖结

构。从 CIMDO 密度，可以提取描述依赖结构的 Copula 函数。通过构建，CIMDO Copula 更加

强调联合分布的遇险区域。因此，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稳健和一致的方法来估计金融机构的

遇难依赖性。 

如上所述，通过 CIMDO 方法计算的一般依赖度与相关结构的先前分布密切相关（Gorea

和 Radev，2014）。假设具有零关联的联合正态密度函数如先前可以显着低估 PD依赖性。当

互相关值向上升时，这在遇险期间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使用简单的滚动窗口方法来估

计与 CIMDO的先前的相关输入，这也与默顿模型的滚动窗口估计一致。使用牛顿型方法来保

证资产收益的估计相关矩阵为对称和正半定数（Qi 和 Su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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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非金融私营部门和主权的随机平衡表 

家庭，非金融公司和主权的共同国家评估资产负债表按照 Gray和 Malone（2008）和 Gray 

and Jobst（2011）建立。因此，根据这一领域的文献，主权由政府和货币当局组成。三个

行业随机资产负债表中包含观察和不可观察的项目。 

主权资产负债表提出了几个概念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货币当局的责任方面。 鉴于卢森

堡属于欧元区，货币基础中的流通货币组成部分必须进行校准。本研究使用卢森堡的“资本

配置密钥”（按时间调整），这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提供的公开信息。 

第二个问题是主权资产负债表上的“其他公共资产”。主权资产可以分为三个关键部分：

储备金，“净财产资产”和“其他公共资产”，金融部门的隐性和明确的或有负债将被扣除。

可以观察到储备的价值，估计金融部门的或有负债。“财政净财产”是由一般政府初级财政

盈余现值的五年平均移动平均值代替，其中预计的主要盈余取自提交给欧盟委员会的卢森堡

稳定计划，折现率设定为一般政府债务的平均利率。“其他公共资产”是通过从隐含的主权

资产中减去上述项目得到的。隐含的主权主权资产是通过将账面价值的默顿模型应用于主权

股权并使用短期债务加上长期债务的 50％作为阈值。 

最后，家庭和非金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是利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流动资金统计数据建立

的。然而，对于主权部门来说，还有一些不可观察的物品必须被估计。为了保持第三部分提

出的综合框架的内部一致性，本研究遵循 Gray 和 Malone（2008），并将卢森堡经济的总生

产函数与家庭和企业资产挂钩（见附录一）。 劳动收入的税后现值用中央银行的产出预测

进行了校准，住宅物业的住房价值取自国民账户。总生产函数也用于校正非金融企业部门税

后资本收入的现值。 

4.数据 

本研究考察了卢森堡的六个其他系统金融机构（OSII）和由 2008年第四季度至 2012年

第二季度样本期间可用数据的 OSII 赞助的 17个投资基金。 

所有的卢森堡 OSII 都是不公开的，所以季度的账面价值数据来自提供给当局的报告数

据。对于银行和投资基金，短期债务包括长达一年期到期的存款，短期融资和回购，而长期

债务包括一年期到期的定期存款和其他长期资金。对于欧洲银行集团，提供年度，半年和季

度频率的短期借款（BS047）和长期债务（BS051）数据。为了使数据保持一致，使用四个过

滤规则（附录二）。主要欧洲银行集团的市场数据包括政府债券收益率和流通股数量以及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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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资讯的账面价值数据。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最近审议了银行可能为超出或没有任何合同义务（BCBS，

2015）向实体提供财务支持的“逐步”风险。作为踏入风险的主要指标，BCBS 提出赞助概念。

本研究中选择的投资基金是由其 OSII 的赞助。 

对于家庭，非金融公司和主权部门，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财务部分是由国家统计局 STATEC

发布的资金流量构成的。构建了非财务部分，对上述非金融企业的税后工资收入现值进行校

正，并对非金融企业的税后利润现值进行了校正。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和一般政府预算用

于主权资产负债表。 

5.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暴露 

本节使用 PD指代违约概率和遇险概率，因为账面价值数据用于 OSII和投资基金，但市

场数据用于银行集团。对于主权国家，使用市场数据和主权资产负债表。下面报告的 PD 和

DD总是风险中立的，所以这两个概念是可互换的。 

下面的第一个小节介绍了卢森堡的六个 OSII 的弱点指标，OSII 所属的四个全球系统重

要银行（G-SIB）以及由六个卢森堡 OSII发起的最大的投资基金。还对 OSIIs 提出了系统性

风险措施，以及遇难的概率以及无条件遇险情景相关的预期损失。第 2节讨论了有条件的预

期损失和直接来自 OSII 危机的有条件的隐性政府担保。第 3 小节着重于从 G-SIB 向卢森堡

附属的 OSII发送的困扰。第 4节转为向其赞助商 OSII投资的投资基金。第 5款将家庭部门

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困境转交给其债权人 OSII。最后，第 6节讨论了隐性担保对标准主权风

险措施的影响。 

5.1卢森堡金融部门脆弱性指标 

本部分为卢森堡 OSIIs，所属的 G-SIBS 和 OSII 赞助的最大的投资基金提供的脆弱性指

标。 

图 1a给出了六个 OSII 的 PD和 DD的简单平均值，第二十，五十和八十百分位数以及相

应的预期损失（EL）。截至 2015 年 6 月，OSII 共占银行业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些图

表表明 OSIIs有很多异质性。第一个观察结果是，在雷曼兄弟崩溃之后，雷曼兄弟崩溃以来

的预期损失中位数达到 5 亿欧元以下的中位数在主权危机期间受到的影响较小，而在本研究

抽样期结束时下降到极低值。相比之下，预期亏损的第 80 个百分点在 2009 年达到近 40 亿

欧元。在下降之后，它在主权危机期间再次上升到 15 亿欧元。平均值和中位数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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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对称分布。 

 

 

 

图 1b 显示了六个 OSII 所属的四个欧洲银行集团的 PD 和 DD，以及相应的预期损失。如

图 1a 所示，雷曼兄弟崩溃后的预期损失中位数大于主权危机期间的中位数，尽管比卢森堡

的 OSII 下降得更快。同样，在主权危机之后，EL 的第八百分位数相对有限，而在金融危机

的高峰期则为 95 亿。与其卢森堡附属公司相比，国际银行集团预期损失的分配更为均匀，

中位数和平均值更接近。 



 

 

 
 50 / 64 

 

No.201716 

 

 

 

账面价值风险中性 PD 可以接近于零，因此通过重新调整 Merton 的 DD 来估计“合成”

PD，使得 最低为 。图 1c 重点介绍了由卢森堡公认的六个 OSII 赞助的投资资金，报告

合成 PD，DD和合成预期损失。合成 PD的中值和平均值与赞助 OSII的 PD相关，但对于一些

投资基金，主权危机期间的相关性较高。这表明，样本中存在逐步风险，至少对于一些投资

基金及其银行赞助商来说。在这件事上需要更多的分析。预期损失中位数在经济方面微乎其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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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报告了卢森堡 OSII，欧洲银行集团和投资基金之间的资产回报日志的四季度滚动关

联。两个观点脱颖而出。首先，除了银行集团和投资基金之间的资产回报相关性外，分布是

非常对称的。第二，跨银行集团，到主权危机开始之前，资产回报相关性相当高，然后下降

到 2014 年底，相关性急剧上升。 OSIIs 和 OSIIs 与其银行集团之间的相关性最近也有所上

升。2015 年 11 月的“欧洲央行金融稳定评论”也发现资产类别之间的相关性有所上升。二

十到八十百分之一的差距缩小可能与系统性风险的上升有关。这可以从图 3 中看出，这表明

OSII相互依赖性（银行稳定指数）和 OSII脆弱性（Banking Fragility）（Jin和 Nadal De 

Simone，2014a和 2014b）都有所增加。这些措施支持 ECB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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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还报告了无条件的 PD和相应的 EL被称为“所有场景”。这是以下添加场景的结果：

总结一，二，三，最多六个 OSII 默认。2010 年第一季度，无条件的系统性风险措施达到顶

峰，当时政府赤字高涨，政府债务与 GDP的比率急剧上升，与政府对银行担保有关的或有负

债上升的危机加剧。卢森堡 OSIIs 反映了影响母公司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欧洲理事会

（Ecofin）于 5 月 9 日至 10 日在特别会议上商定了一整套措施，以维护欧洲金融稳定，建

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五月份，欧洲央行理事会决定通过证券市场计划介入二级市场公私债

务证券。这些措施导致了无条件的 PD 中反映的市场波动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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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的 PD在 2013 年再次达到高峰，当时许多大型欧元区银行集团出现重大亏损，特

别是下半年，反映了高贷款配置。几家银行认为其股本回报率低于其股本成本，表明需要进

一步资产负债表调整（2013 年 11 月和 2014 年 11 月“欧洲央行金融稳定评估”）。即使在

努力提高利润的同时，银行继续急需解除风险。OSII 在这一时期的杠杆作用模式反映了杠杆

在与无条件 PD相同的时期达到峰值的压力，尽管银行间存在一些差异。 

表 1 报告了成对传染性的度量，遇险依赖矩阵（DDM），其被计算为该行中每个金融机

构的 EL，其条件是该列中的金融机构遇险。它是为卢森堡 OSIIs，他们所属的银行集团和由

OSII 赞助的投资基金计算的。图 3 中显示的 OSII 的脆弱性的增加在 DDM 中也是明显的。由

于稳定指数（图 3）的相互依存关系有所上升，尽管银行业大幅去杠杆化，“搜索收益率” 可

能会推动欧洲央行所指出的跨资产类别的相关性。这反映在系统性风险措施的上升（例如，

银行脆弱性措施）中。 

5.2 OSII产生的系统风险和有条件的或有负债 

系统风险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鉴于一家银行已经陷入困境，至少有一家银行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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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报告了这个条件措施及其对应的卢森堡 OSII的 EL。在 OSII系统风险方面存在很大的异

质性。鉴于 OSII 之间的资产相关性一般较高，因此跨银行分散的主要原因似乎在其各自的

差异中存在差异。这些来自不同的商业模式和不同的杠杆比率。 

 

 

图 4 还报告了由 EL 产生的有条件的隐性政府担保。在默顿模型中，EL 可以表示为风险

中性 PD和隐含的风险中性损失给定违约（LGD）的乘积。所以有条件的隐性政府担保计算如

下：OSII 假设违约的 LGD 被添加到至少一个其他 OSII 的条件 EL，由卢森堡政府在 OSII 权

益中的份额加权，或 OSII 占其所属银行集团总资产的份额。 

图 4提出了三点。首先，OSII在对条件隐式政府担保（中位数和平均值之间的差异）的

影响方面是不同的。第二，自金融危机的高潮以来，有条件的隐性政府担保已经下降。他们

在主权危机期间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后，担保的波动性主要是由 OSII 相关性的

变化驱动的。 

5.3 G-SIB跨境传播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和或有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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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系统性风险度量 PAO 也可用于评估卢森堡 OSII 属于欧洲银行集团所产生的系

统性风险。图 5报告了 PAO 和相关的 EL。两者都假设一个银行集团违约，并测量至少一个卢

森堡 OSII 的条件 PD。与卢森堡 OSII 的 PAO（图 4）相反，图 5 显示了每个银行集团遇险对

卢森堡 OSIIs的影响的异质性较小。跨境传染病在 OSIIs中比传染病更为均等。然而，关于

银行集团，市场似乎在主权危机的高峰期区分银行集团，有些仍然靠近左派的顶端，表明通

过跨境传染的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欧洲央行金融稳定评论（2011 年 12 月，第 82-84 页）使

用 CDS 衍生的预期短缺措施来评估系统风险，发现 2010 年之前主权 CDS 和银行 CDS 对同一

行业其他 CDS 尾部事件敏感，但 2010 年之后，主权 CDS 之间的传播渠道变得更加异质化。

2010年以后，意大利银行的一个尾端活动，比如法国的主权 CDS，是德国主权 CDS的两倍。

这似乎在 2010 - 2013年期间由 PAO 措施很好地掌握。 

 

图 5 还显示了由银行集团默认的 OSII 理论保释触发的条件隐式政府担保。金融稳定委

员会和欧盟委员会（例如，总损失吸收能力，保释金，资本附加费，单一决议管理局和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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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基金）推动的监管变化，旨在防止向纳税人提供金融机构。这些结果说明可能涉及多少。

跨银行集团和跨越时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雷曼崩溃之后，最高百分位数的有条件的隐

性政府担保约为 8亿欧元。在主权危机期间，它下降了一半左右，在资产质量审查和欧盟单

一监督机制启动之前，它已经超过了 6亿欧元。 

根据表 1 中的 DDM，四个银行集团中有四个在样本的最后一部分中出现了成对的漏洞增

加。随着银行业务部门的 PD实际下降，资产相关性的上升导致漏洞的增加（图 5）。这一分

析证实有必要考虑系统性风险的几种不同措施，包括其组成部分。虽然银行可能会降低杠杆

和脆弱性，但资产相关性的上升可能表明未来可能的金融不稳定性。 

5.4投资基金产生的系统风险和或有负债 

如上所述，本文使用银行赞助来代表 BCBS“渐进”风险的概念（定义为银行可能在超出

或没有任何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向实体提供财务支持的风险）。因此，本节讨论由卢森堡 OSII

赞助的投资基金遭受困境的有条件的隐性政府担保。在抽样期间，卢森堡 OSII 发起的投资

基金占到了卢森堡投资基金行业 2015 年末的总资产的 0.1％。 

在图 6 中，合成 PAO 和合成 PAO EL 谱与 OSII 和银行业组织大致相似。 然而，与直接

来自 OSII的苦恼相比，异质性更少（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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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样期间，与投资基金相关的公共担保倾向于直接来自 OSII 的 1/2 至 1/3。 然而，

本研究中考虑的投资资金占总资产的比例远低于 OSII。“合成”条件隐性政府担保小组揭示

了传染性风险的潜在成本。表 1 显示，在样本期结束时，投资基金 EL 除了两种情况外均有

所增加，虽然远低于银行集团。再次，需要通过对 PD 和市场驱动相关性的分析来补充系统

性风险度量。 

5.5家庭和非金融企业部门产生的系统风险 

图 7报告了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 DD。根据 DDs，系统性风险在样本中是稳定的，

但在非金融企业部门却相当波动。这反映了位于卢森堡的国际控股公司的融资需求波动。最

近，非金融企业部门 DD的下降在低利率的情况下加快了贷款增长。样本开始时从 45开始下

降到末尾的 25 个可能需要进一步监测，但这应该在行业随机资产负债表中高度波动的财务

部分的背景下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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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系统风险和主权风险    

5.6.1选定统计 

Gray 和 Malone（2008）提供了一种内部一致的方法，用于本文件将卢森堡主权风险与

所有经济部门联系起来，其隐含的非线性和反馈效应。本节汇总了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

门和家庭部门，并讨论了系统性风险和主权风险的一般补充指标。 

鉴于卢森堡主权国家缺乏 CDS，卢森堡 DD 计算如下。Houweling 和 Vorst（2005）提出

了一个评估 CDS 的框架。对于给定的默认强度过程，CDS 的估值是众所周知的。按照市场惯

例，本文规定了一种简单的年度无条件风险中性默认强度模型，并使用标准非线性优化技术



 

 

 
 59 / 64 

 

No.201716 

对 CDS差价封闭形式表达式进行反演，以求解相应的年均强度值。考虑到 1Y，2Y，3Y，4Y，

5Y，7Y和 10Y的德国主权高级 CDS。卢森堡 CDS由德国主权 CDS通过以下步骤构建：首先，

德国主权 CDS的信用利差衍生于 Houweling and Vorst（2005）;第二，使用卢森堡和德国政

府债券收益率之间的比率，按比例调整信贷利差。与默顿模型一样，隐含的 DD 是从 CDS 得

到的一年 PD的标准正态累积分布的倒数。 

图 8a 比较了德国主权 CDS 对德国的卢森堡主权债权。卢森堡和德国拥有相同的主权评

级，因此他们的 DD 类似，这并不奇怪。此外，将默顿模型应用于主权资产负债表大体上证

实了这一点（图 8b）。2013 年以后的显着改善反映了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2009年和

2010年初级赤字在一般政府初级平衡的现值的五年移动平均数中的消失效应、有浮力的税收

以及一般政府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稳定。 

 

 

 

图 8c 显示了卢森堡 OSII 产生的无条件的隐性政府担保。这些保证反映了与至少一个

OSII，两个 OSII等的 PD 一致的 EL，直到所有六个 OSII被考虑在内，同时消除了重复计数。

相应的 PD和 EL显示在图 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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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d 分别报告了 OSII，银行集团和投资基金的平均条件隐式政府担保（上图 4-6 显示

了相应的分位数）。欧盟银行业自 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改善在这一小组中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是卢森堡 OSII。如上所述，在单一监督机制的前期，脱贫条件和主要欧洲银行集团在一

个虚假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的注销，在 2014年的三个部分中都有所反映。显然，直接来自 OSII

的条件隐含的政府担保高于间接来自银行集团和投资基金的政府担保。 

 

图 8e和 8f分别说明了对条件隐性政府担保从冲击到住房抵押贷款和向非金融公司贷款

的影响。令人震惊的是，OSII 将其抵押贷款的 10％抵消给家庭（图 8e），或者是向非金融

公司发放贷款的 10％（图 8f）。这些以历史标准为重的冲击只是轻微偏离（无冲击）基准，

似乎并没有损害财政状况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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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系统风险冲击和主权风险 

与上一节的假设相反，其他事情可能不相等。因此，本节将进行简短的额外练习。 

图 9显示了各种冲击对主权随机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即通过政府隐含的政府担保。这些

数据报告了主权（左侧）的条件 DD 及其与（无休克）基准 DD（右侧）的差异。显然，由于

财政状况良好，卢森堡 OSII 的系统性风险对主权 DD的影响相对较小。尽管反映了金融市场

典型的反馈效应和非线性特征，但是这一结果仍然是多元 CIMDO方法所捕获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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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项工作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冲击后主权资产的波动可能增加，因为这项研究局限

于局部均衡的方法。作为一个特别的尝试来捕捉这个反馈渠道，图 9将冲击与假设的主权资

产波动幅度增加了 40％。这一幅度与 2009 - 2011 年最大隐含主权资产波动幅度一致。只有

当或有负债与主权资产波动大幅增加相结合时，才能看到对主权风险的负面影响。  

这项工作的主要结论是，即使在震惊与主权资产波动上升 40％的极端但合理的情况下，

卢森堡主权的完整性依然强劲。然而，震荡的严重性也说明了当发生震荡时财政状况的根本

重要性，因为主权的 DD下降到 25个标准偏差。 

表 2 总结了每个部门通过每个 OSII 传递系统性风险，以及其对 EL，有条件的隐性政府

担保和主权 DD（对主权资产波动上升 40％）的影响。该表基于有条件的 PAO 概念，但增加

了假设处于困境的机构的 EL。两点值得一提。首先，对 EL 和对条件隐含的政府担保的贡献

随时间而变化。第二，隐含主权资产的波动性比 OSII，其银行团体，投资基金或非金融私营

部门的系统风险影响更大。 

6.结论和可能的扩展 

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个应用综合框架来衡量系统性风险和建立金融部门或实体部门经

济体系脆弱性以及与主权国家互动的研究。该框架可以适应更多的扇区，更多的粒度或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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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在这项研究中，系统性风险可以直接来自卢森堡 OSII，或间接来自其所属的欧洲银

行集团或 OSII赞助的投资基金，或从非金融私营部门（通过 OSII所提供他们的贷款）发现

通过隐含或有负债对主权风险和脆弱性的影响相对受到限制。然而，这项研究强调了财政可

持续性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关键作用。 

这一框架有助于宏观审慎文献，同时考虑到金融市场特征的非线性和反馈效应的方法来

监测国家一级的系统性风险。它提供了在卢森堡总体层面上系统性风险的内部一致观点。这

种方法提供了第一套系统性风险指标，以便政策制定者（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深化其对漏

洞的分析。它也有助于宏观审慎工具的校准。特别是，该框架可以帮助确定银行的额外损失

吸收能力，以反映其对系统性风险的直接和间接贡献。 

Jin和 Nadal De Simone（2014a和 2014b）展示了如何将此框架与广义动态因素模型结

合使用来提取系统性风险的驱动力，并有助于宏观审慎工具的校准。该框架还可以产生强大

的系统性风险度量样本预测，如 Jin 和 Nadal De Simone（2012）。结合广泛的宏观财务变

量的共同特征组成部分，提高了框架的分析特征和样本外样本预测性能。这增加了该框架可

能带来的其他非线性和反馈效应如执行系统性宏观经济压力测试练习时所产生的价值。 

该框架的另一个可能应用是模拟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变化对脆弱性指标和主权信用风

险措施的影响。例如，直接研究主权债务构成或主要盈余的变化如何影响主权信用利差和其

他风险指标。在私营部门，技术冲击或人口变化将影响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总资产的

现值。这些将与主权资产负债表和融资成本的不同指标以及系统的金融和主权风险相互作

用。 

 

 

 

 

原文链接：http://www.bcl.lu/en/Media-and-News/Press-release/2017/06/wp109/index.html 

作者：卢森堡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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