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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所（2018）使用现有文献中提出各种方法，监测了中国

金融体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研究结果表明：（1）当进入严格的金融监

管时代时，整体系统性风险一度飙升，之后稳定在一个安全范围内，表明监管机构应该

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以避免意外政策引发的高度波动，同时保持强有力和严格

的监管体制的同时改变;（2）在行业层面，银行业对系统性风险贡献最大，风险覆盖能

力最低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值得密切监测;（3）在机构层面，当局应特别关注浦东发展银

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平安保险、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CIB）。 

 

► 巴塞尔委员会及其工作组(2018）对于银行监管的分析。目的是探讨现有的文献

（部门）反周期资本缓冲。从理论和实证文献得出见解，并揭示是否反循环资本缓冲

（CCIB）设置在巴塞尔 III框架可以扩展到部门应用的 CC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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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年度报告 

作者：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所， 甘云编译 

导读：2017 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调查和规定来改善金融体系。为了控制金融市场的风险，

已经制定和实施了更加紧缩的政策。 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有选择性的措施来评估中国金融体系的

系统性风险。 此外，还调查了各级金融机构的系统贡献。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背景 

自从我们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国金融系统 2017年第一季度系统性风险）已经

出版，中国政府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监督。将中国未来经济金融发展的三大任务放在首位：

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化解系统性风险，确保金融稳定，追求结构性变革和

金融部门深化。中国正在努力加强其监测和监测能力，以降低金融风险。 

4月份中国政治局会议决定，制定机构首次确立了避免中国系统性事件的底线，并

强调了确保金融稳定的重要性。7月份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这一目标，并宣

布国务院设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来协调金融部门的疏忽和监督。 金融监管机构都

开始实施更严格的规定，以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PBOC）进一步巩固了评估宏观审慎评估（MPA）框架的机制。 

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共同发布指导原则

草案，统一涵盖资产管理产品的规则。 

其次，银监会，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机构，致力于根除中国该部门的违规行为，如不

规范的套利，非法交易，错误的牟利等不当的费用或收费。颁布了新的指导方针，以管

理 10 个主要领域，包括股权和外国投资，机构及其执行成员，监管框架，产品和交易

以及商业诚信。 

三是中国证监会加大对兼并重组监管力度包括收购（M＆A）和首次公开募股（IPO）。

它还改进了监管机制，以监管监管成员发起的交易为核心，运用穿透式监管手段，来避

免监管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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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保监会全面实施偿付能力 II。 它可以监视保险资金的使用情况，并禁止投

资于多层嵌套金融产品，这些产品存在不确定的标的资产，可疑现金流或可疑风险状况。 

它还增强了保险市场退出市场和业务转移的监管框架。 

二、宏观维度：尽管系统性风险保持稳定，但当局应当不断加强监管机制  

在过去的十二年（200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们测量了灾难性风险在金融

体系（CATFIN）（附录 I）中仍处于相对稳定和安全的范围（图 1 注释 1）。 其波动

性与历史平均水平相当。 这些显示了宏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从而降低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系统性事件的可能性。 

图 1宏观维度：CATFIN（2006-2017）的时间序列 

 

 

 

 

 

 

 

 

来源：清华大学 NIFR 

注：全球危机时期（2007 年 5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以浅灰色突出显示; 当 A 股市

场异常波动时，市场崩盘（2015 年 5 月 - 2015 年 9 月）以深灰色突出显示。 红线是

警报阈值，按历史平均值加两个标准差计算。 

实体经济的表现符合 CATFIN的运动。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平衡的增长。 伴随着供

给侧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 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6.9％，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为 6.8％，高于（或等于）去年

的增幅并超过市场预期。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连续 17 个月保持在 50 以上的高位，

并在 9 月达到 52.4％的高点，这是过去五年来的首次。 2017 年 3 月至 12 月工业出口

交货值月均增长率为 10.13％，远高于 2016年的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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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如此严格的监管压力下，财务结果与市场预期也保持一致，以及将资产负债

表示的表外资产重新纳入资产负债表的法规使得信贷扩张得以持续。 2017 年实现新增

贷款 13.53 万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7％，贷款余额增加 12.7％至 120.13 万亿元。 社

会融资总额余额为 174.64 万亿元，增长 12.0％。总体而言，信贷扩张进展顺利，相对

不受强化规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 2017年对房地产市场实施了最严格

的监管政策。 据估计，2017年有超过 180个房地产政策（注释 2）被引入到 50多个城

市。 这些新政策的准确性高，旨在轻微降低房地产市场的累积风险。 

在金融业，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都表现稳定增长，同时在更严格的监督下经历

结构性改革。 所以金融业正在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重要的支持。 此外，更严格的规定

也有助于纠正银行业原有的市场混乱局面。 中国人民银行坚持稳健中立的货币政策，

培育“收缩平衡”的市场预期。它主张逐步去杠杆化，以防止在金融体系中积累系统性

风险。 就汇率而言，自 3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趋势已经扭转，因此趋于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在 6月份对货币定价模型增加了一个反周期因素，对冲市场情

绪的周期性波动和对抗货币的单边或定向预期市场。 

从 2015 年的更新数据来看，CATFIN一直处在安全地位，除了股票市场波动异常期

间外（图 2 注释 3），大部分时间范围内都是如此。 总的来说，CATFIN 正趋向于长期

市场预期并保持稳定水平。 然而，该措施的短期波动更可能是由于监管变化或对这种

市场冲击过度反应所致。例如，四月至六月期间，中国银监会对金融业进行监管，随后

出台严格的监管政策，造成了广泛的市场恐慌，CATFIN飙升。 不过，市场逐渐吸收了

监管变化带来的冲击，并进一步受益于更强有力的金融监管。 政府在规范金融市场方

面取得了进展。 特别是对于银行业来说，市场动荡已经得到了深刻的平息。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建议当局应保持一个强有力的和严格的金融市场监管执法机

制，加强功能和行为监督。 加强条例有利于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深化金融改革。 强

大而稳定的金融市场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同时，监管机构应密切关注市场变

化。 稳定的市场预期可以通过与市场参与者进行更积极有效的沟通来实现，以避免意

外政策调整导致的剧烈市场波动。 监管机制可以不断改进，以最小的成本产生巨大的

经济效益。 

图 2宏观维度：CATFIN（2015-2017）的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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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大学 NIFR 

注：当 A股市场波动异常时，市场崩盘（2015年 5月 - 2015年 9月）以深灰色突

出显示。 红线是警报阈值，通过将历史平均值和两个标准偏差相加来计算。 

三、行业维度：银行业系统风险贡献最高，但趋势正在改善：在银行业内，当局应该更多的关

注股份制商业银行 

（一）银行业对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贡献最高 

我们估计了三个微观系统风险指标，包括系统性风险指标预期短缺（SES），三角

洲条件风险价值（ΔCoVaR）和系统性风险措施（SRISK）（附录 I），所有上市金融机

构共计 57个。样本分析针对银行，证券和保险部门进行（图 3）。 

图 3各行业的系统贡献 

 

 

 

 

 

来源：清华大学 NIFR 

首先，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ΔCoVaR 在 2017 年都大幅下跌，SRSK 和 SES 远低于

2015年的峰值，当时股市出现异常波动，趋于稳定。 

其次，银行业三个指标的总值和平均值都高于另外两个部门，这与三个部门中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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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大的事实一致。 因此，银行业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贡献最大。 我们建议在采取

措施防范金融业系统性风险时专注于银行业。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亏损覆盖能力较低 

为进一步调查，我们将银行业划分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区性商业

银行。 我们评估他们的风险通过查看预期损失覆盖率（总市场资本/ SRISK）来吸收损

失覆盖的能力。 在这三个类别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系统性冲击（见图 4），似乎

具有相对较低的能力来弥补潜在损失。 

图 4银行业预期损失覆盖率 

银行业的预期损失覆盖率（总市场资本/ SRISK） 

 

来源：清华大学 NIFR 

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正在上涨，而地区商业银行间的预期损

失覆盖率则保持稳定。 总的来说，银行业一直在更严格的规定下提升其吸收系统性风

险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2015 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和地区商业银行的预期损失覆盖

率大多高于 1，特别是对于区域性商业银行而言，这一比率保持在 1.5（注释 4）以上。 

相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损失覆盖率较低，大多在 0.8和 1之间。因此，吸收系统性风

险冲击的覆盖能力较低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受到监管部门的特别关注。 

（三）虽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已经开始下降，而股份制商业

银行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贡献最近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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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 1Q17 报告中所报道的，在银行业内，国有商业银行（注释 5）已经稳

定在低水平（图 5）。 自二季度以来，国有银行进一步降低了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贡献。 

SRISK和ΔCoVaR都显着下降，并且ΔCoVaR自 2010年以来达到历史最低水平，风险水

平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 

 图 5国有商业银行对于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平均值   

 

 

来源：清华大学 NIFR 

注：结果已被标准偏差缩放。 

首先，国有商业银行在控制信贷风险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不良贷款（NPL）的增

长率在 2017 年一直在下降，幅度在 2％至 5％之间（图 6）。 从 2017 年第一季度到 2017

年第四季度，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季度增长率为-0.11％，远低于整个银行业平均水

平 3.06％，股份合计为 3.14％，地区性商业银行为 5.04％。 尤其是在 17年第 2季度

和第 3季度，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持续下降，第 3季度增速为-2.01％。 

图 6银行业不良贷款增长率 



 

 
 9 / 44 

No.201805 

 

 

来源：清华大学 NIFR，银监会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获得充足的资金和高资产收益回报（RoA）。2014 年以来，国

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平均资本充足率比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约 2.37％，比地区商业银行高

出 1.73％（图 7A）。 与此同时，自 2014 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的股利收益率高于股

份制商业银行和地区性商业银行，这一差距稳定在 0.2％左右（图 7B）。 

图 7A：银行业资本充足率 

 

 

图 7B：银行业的 RoA 

 



 

 
 10 / 44 

No.201805 

 

 

来源：清华大学 NIFR，银监会 

正如我们在第一季度报告中所提到的那样，股份制商业银行值得特别关注，因为更

新后的风险指标仍然持续显示相同的信息（图 8）。 尽管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SES，SRISK

和ΔCoVaR基本稳定，但其波动幅度较大并且在 2017年达到当地高峰。特别是，SRISK

接近与 2015 年股市极不稳定时相同的警戒水平。 这是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缘故。

从内部看，自 17年第 1 季度以来，股份制商业银行缺乏足够的治理和猖獗的非法交易，

其中包括销售虚拟财富管理产品，制造非法官方邮票以及提供非法担保。 在对外方面，

股份制银行更加严重地受到新的严格监管制度的影响，这些制度已经渗透到整个银行业

和资产管理产品的统一规则中。 但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高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

行面临较高的业绩压力。 因此，他们倾向于更加冒险，因此在严格的监管框架下进行

更严格的审查。 

图 8股份制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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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大学 NIFR 

注：蓝色虚线表示 2017年年中峰值水平。 

（四）机构层面：包括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平安保险，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和兴

业银行在内的机构需要密切关注 

在机构层面，我们的报告主要涉及 19个系统地重要的金融机构（SIFI）。 我们已

经对每个机构的年度增长进行了排名，包括 SES，SRISK 和ΔCoVaR 的比率，同时排除

负指标值的机构。 我们发现了 6个有问题的机构（表 1）：浦东发展银行（注释 6），

北京银行，平安保险，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 它们的系统风险变化远高于

三项指标中至少一项的平均值（附录 II）。 

表 1排名榜首位机构名单 

 

来源：清华大学 NIFR 

（五）与其他测量相比 

在 2017 年第一季度的报告中，我们将我们的措施与三种已被用于评估中国的金融

风险的替代措施进行了比较。 三个替代指标是国际清算银行（BIS）提出的信贷对 GDP

差距指标，监管机构银监会报告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中提出的债务风险衡量标准。我们的措施在四个方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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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7）独特而优越：（i）我们的指标依靠财务数据而具有前瞻性，而不依赖于经济数

据的后瞻性; （ii）我们的措施（基于股票价格）包括市场参与者的预期; （iii）股

票价格的信息内容往往更客观，不太容易出现这些替代措施常见的错误和操纵的问题; 

（iv）我们对日常频率数据（股票价格）的实时分析可以反映金融体系的最新变化。 

自 2017 年第二季度以来，我们已经更新了这些替代措施的结果。 首先，由国际清

算银行（BIS）提出的信贷对 GDP 差距的措施在 2016 年第三季度达到了 28.8％的历史

新高，接着在随后的五个季度逐渐减少至 17.9％的 18.9％。 经历了最大的下降并达到

四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图 9）。 虽然绝对值仍高于警戒线（10％），但由于它是一个

落后的经济指标，自 2017 年第二季度以来的大幅下降足以证明我们的结论：中国金融

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显着下降。 

图 9信贷对 GDP的差距 

 

来源：清华大学 NIFR 

 

其次，监管机构银监会报告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升至高位 1.76％，并在接下

来的五个季度（截至 2017 年第四季度）保持在 1.74％（图 10）。 这些低值与我们的

观点相一致，即商业银行的整体系统性风险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这也与当局已经实施

严格的法规来纠正银行业的混乱有关，从而控制了不良贷款增长率。 

图 10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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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大学 NIFR 

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债务风险衡量标准，并未在最新的“全球

金融稳定报告”（2017 年 10 月）中更新。 然而，参考上次报告（2017 年 4 月）的数

据，该指标已经从 2015 年的 16.4％大幅下降至 2016年的 12.8％，接近 10年平均水平。 

总体而言，中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明显下降，最近两年这些替代指标的下降证

实了这一点。但是一些指标的绝对值仍高于或高于其他新兴市场的界线。 我们认为，

分析这些替代指标的趋势和我们的首选措施的结果之间没有实质性差异。然而，我们认

为这些替代指标可能缺乏一些很好的特质，如前瞻性，相关性，客观性，及时性和数据

质量。 

 

四、结论 

这篇报告评估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如何对于新的严格的监管制度作出反

应，并评估各类金融机构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贡献。 首先，自 2017年第 1季度以来，整

体系统风险已稳定在远低于警戒线的安全范围内。 然而当“监管风暴”开始爆发时，

CATFIN 飙升。这表明监管机构应该与市场参与者进行有效沟通，以避免意外政策变化

引发的强烈动荡，同时保持强有力和严格的监管体制。 其次，金融业规模最大的银行

业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最大。 国有商业银行的边际贡献递减，而股份制商业银行承担

系统性风险冲击的预期损失的能力有限，应予以密切监督。最后，在机构层面，当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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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浦东发展银行，北京银行，平安保险，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 CIB）。 

 

附录 I：系统风险指标技术说明 

本报告中使用的系统性风险指标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 宏观指标包括金融体

系中的灾难性风险（CATFIN），微观指标包括系统预期不足（SES），三角洲条件风险

价值（ΔCoVaR）和系统风险度量（SRISK）。 

CATFIN 由 Allen 等人提出。（2012），通过极值理论来衡量金融体系（和房地产

行业）的灾难性风险。 这个措施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经济领先指标（6-12个月）

也是银行信贷紧缩和利润萎缩的良好领先指标。 这一措施已被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

行业和监管实践。 陈等人（2017年）显示，这一措施适用于中国的金融体系。 

SES 由 Acharya 等人提出。 （2017 年），其中衡量预期的短缺（资金短缺）给个

别金融机构造成系统性困境。 更高 SES 表明个人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更大，

即该金融机构具有较高的系统性风险。 Acharya 等人 （2017）显示 SES 与财务杠杆正

相关。 

风险价值是衡量投资组合或个别金融机构尾部风险的指标。 它没有考虑到外部效

应，并且具有高度的顺周期性。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Adrian 和 Brunnermeier（2016）

修改了 VaR 度量并提出了ΔCoVaR。 它测量金融系统的尾部风险预期值，如果个别金融

机构面临风险，即一家金融机构的失败是否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损失以及其严重程

度。 较高的ΔCoVaR表示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较高。 

SRISK由 Brownlees 和 Engle（2016）提出，与 SES类似。 都 SRISK 和 SES衡量个

别金融机构在系统性困境下的预期的短缺情况。 对于 SRISK 而言，系统性困境被定义

为六个月内股市将下跌 40％的情景。 

 

注释： 

1他的样本包括 202家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 使用广义帕累托分布（GPD），

极值分布（GEV）和非参数方法，通过标准化样本公司的尾部风险度量来计算 CATFIN。 

2 统计来源：中原地产 

3已经测量了较短的时期，采用了与上述相同的方法; 已经包括更频繁（每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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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点，并且在计算趋势时进行了调整，使用较大的折扣因子。 

4由于许多地区性商业银行直到 2016年底才上市，因此 2017年之前的预期损失覆

盖率相关性较低，且对行业表现的解释力较低。 因此，我们的报告自 2017 年以来更加

重视其系统性风险。 

5五大商业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

交通银行交通银行， 都是国有商业银行。 

6 在本报告初稿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我们明确指出浦发银行是需要密切监测的

机构之一。 2018 年 1 月，银监会发布调查浦发银行诈骗案件调查结果，涉案金额 775

亿元。 

7详情请见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http//www.pbcsf.tsinghua.edu.cn/content/details414_13423.html 

 

 

原文链接：http//www.pbcsf.tsinghua.edu.cn/content/details414_13423.html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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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逆周期资本缓冲的部门应用：文献综述 

 

作者：巴塞尔委员会及其工作组，甘云编译 

 

导读：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回顾现有的部门逆周期缓冲的文献。因为直接针对这一主题的文献是

相对稀缺的，所以还囊括了一些间接与之相关的论文。从理论和实证文献得出结论，并且运用这些知

识来阐明巴塞尔协议 3 框架中逆周期缓冲的设置是否可以拓展到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一个部门应用。本

文目的不是为了提供一个对于现有文献详尽的概述，而是为了得到重点信息可以在辩论中充当有充分

依据的论点。 

 

从文献回顾中得到如下主要信息： 

(i)  文献回顾表明，在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细分领域，部门风险有可能对于银

行稳定和整体经济有着潜在的负面影响并且可能会因此提高系统性风险。虽然巴塞尔协

议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部门应用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实

证问题，但是文献回顾提供了一些理由让我们相信在存在对金融稳定有影响的部门风险

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整体经济增长前景较低的情况下，逆周期资本缓冲的部门应用可能

会对于相关领域产生更直接的影响，更强的信号传递能力并且对于广泛经济的影响要小

于巴塞尔协议 3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ii)一个部门的逆周期缓冲可以提高针对特定部门的风险的抗风险能力。这就需要

进一步研究系统性风险的部门信贷周期的影响。因为一个部门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将改变

不同信贷部门的相对资本费用 ，该工具可能比逆周期资本缓冲更成功的抵御部门之间

的不平衡。这些文献表明一个部门的逆周期缓冲提高银行对于部门风险的抵御能力，以

降低贷款的整体成本。然而，这些工具在衰退中释放缓冲来支持信贷的能力在很大程度

上还没有通过考验。证据还表明，部门资本要求可能限制目标部门的贷款增长，但有效

的倾斜需要足够的校准和有效的早期激活。总的来说，在整个信贷周期中，一个部门的

适当级别及其在整个信贷周期中激活的时间将取决于目标的劣势。  

(iii) 通常来说，通过不同渠道运作的宏观审慎工具很可能互为补充。所审查的文

献表明，一个部门的逆周期缓冲确实可以作为替代部门宏观审慎措施的有益补充，包括

基于借贷的措施，如 LTV，LTI和 D(S)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一个部门的逆周期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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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更有效的提高银行抵御能力和基于借贷的措施可以更成功地依靠部门信贷周期，这

两种工具可以更有效的实现这两个目标。此外，有一些证据表明，一个部门的逆周期缓

冲有重要的信号效应，因此可以替代以借贷为基础的措施。 

(iv) 对于无目标部门或是其他辖区的溢出效应，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激

活了一个部门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以后，应该对于这些部门或辖区的信贷周期状况进行监

测和评估。所审查的文献提供了关于此类潜在溢出效应的稀少且混杂的证据。在这种情

况下，在部门逆周期资本缓冲应用时，也需要考虑进行互惠安排。在实施基础广泛的资

本措施以后，观察到外国分支银行对于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和抵押贷款的泄露。 

我们还确定了需要填补和继续研究的文献和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以便更好地了解正

在考虑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传播。 

(v)  宏观审慎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全系统的角度出发，关注那些可能对真题金融体

系实体经济稳定带来风险的部门。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部门信贷周期对于系统性风险的

影响。除此以外，分析不同信用周期之间的时间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政

策框架的进一步发展很重要，描述了基础广泛的和潜在的更有针对性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应用的相互作用。这一政策和研究议程可能需要填补数据空白，因为在所有国家，部门

信贷部门的足够细粒度数据可能无法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获得。  

(vi) 到目前为止，对巴塞尔协议 III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实际激活效果的实证分析

很少。 通常而言，有一种特别少的论文关注的是资本要求的释放所带来的影响，这对

于评估逆周期缓冲在经济低迷时期支持信贷的能力至关重要 。应该仔细监控未来释放

激活缓冲区的影响，以便深入了解反周期缓冲区的能力，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种情况

下，与其他审慎工具的相互作用，例如杠杆作用应考虑比率和流动性要求。  

总的来说，文献回顾表明对于部门的宏观审慎 工具的需求是合理的，而且一个部

门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可能是对巴塞尔协议 III 和宏观审慎工具包中现有的目标工具的

有益补充。然而，具有广泛基础和部门性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仍然基本上没有经过测试，

需要更多的经验性工作来评估它们以实现可能被归因于它们的不同目标的能力。此外，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部门应用需要几个操作上的挑战，例如确定何时激活一个部门的逆周

期资本缓冲，以及它与巴塞尔协议 III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交互作用，以及与其他（有

针对性的）工具。它还将为宏观审慎资本缓冲框架增加一层复杂性。虽然它们对 

进一步发展部门合作的政策框架至关重要，但是这类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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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令人痛苦的全球金融危机提醒人们，微观审慎监管是必要的，但不足以维持金融稳

定。危机后的监管改革加强了人们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关注。与微观审慎监管不同的是，

宏观审慎政策采取了全系统的观点，并解释了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内生因素。这种观点可

以帮助微观审慎监管解决许多市场失灵的问题，当代理人不将他们的决定可能对其他金

融体系造成负外部效应进行内部化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可能会导致集体行为，导

致在金融体系中风险增加和过度杠杆化，包括在繁荣时期的实体经济下和在经济低迷时

期的火灾销售和信贷紧缩的外部性下。 

在信贷过度发展时期，通过建立额外的资本缓冲来对抗总风险加权资产，逆周期资

本缓冲(CCyB)是巴塞尔协议 III 中处理此类市场失灵和相关外部性的关键宏观审慎工

具之一。然而，由于它适用于总风险加权资产，有人认为 CCyB 可能是一个钝器。在部

门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整体增长前景较低的情况下，CCyB 的部门应用

可能会对关注领域产生更直接的影响，更强的信号能力，对更广泛的经济的影响比 CCyB

更小。 

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要从现有文献中汲取相关的见解，并利用这些洞见来阐明《巴塞

尔协议 III》框架中 CCyB 的设定是否能有效地扩展到 CCyB的部门应用。它的目的不是

提供对相关文献的详尽概述，而是将重点放在能够在辩论中充分扎根的信息。此外，我

们还试图找出在文献和领域中有待填补和研究的空白，以便更好地了解正在审议的宏观

审慎政策文书的传播情况。 

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吸引重点的信息，但我们应该记住，每一个经过审查的研究和他

们的发现都要受到警告，并且应该谨慎地加以解释。BCBS(2016)突出了一些与文献相关

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都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本文献综述中所讨论的研究。简而言之,虽

然理论研究依赖于一系列的简化假设,经常面临在现实世界的校准数据的困难,实证研

究的结果评估政策措施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特定的范围,设计和校

准的测量,一般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状况时的实现措施、使用的数据和方法的实证评估措

施的影响。因此，对过去宏观审慎影响的措施不一定代表未来政策行动的影响。 

本次评估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 2部分提供了 CCyB（可能）传播的临时评估，

CCyB 作为制定目标和评估部门 CCyB 潜在有效性的背景。 在第 3 部分，我们展示了部



 

 
 19 / 44 

No.201805 

 

门发展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第 4部分评估了部门 CCyB 在处理部门风

险方面的潜在范围。 特别是，我们表明，文献中提供的理由认为，巴塞尔协议三 CCyB

可能是一种低效率的工具，甚至在某些经济环境下可能会适得其反。 此外，一些初步

的经验教训是从稀缺文献中吸取的。 

二、对于 CCyB的临时评估 

2.1 CCyB的目标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巴塞尔协议 III改革通过要求银行持有更多和更高质量的资

本（BCBS（2010a）），加强了全球资本框架。 事实上，资本充足的银行不太容易受到

冲击。 这降低了未来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和预期成本，因此有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

BCBS（2016）中可以找到关于评估更高资本要求的这些（净）收益的文献综合调查。 

在此背景下，巴塞尔协议 III 还引入了 CCyB。 CCyB 于 2016 年成为国际宏观审慎

工具包的一部分。该缓冲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银部门不受信贷总增长期限的影响，其目的

是确保银部门总体上拥有资金来帮助维持当更广泛的金融体系在信贷过度增长后出现

压力时（BCBS，2010），信贷在没有解决偿付能力的情况下从而银行信贷流动受到质疑。 

BCBS（2010）还指出，为了保护银部门免受信贷周期的影响，CCyB 制度也可能有助于

抵消周期的建立阶段。然而，有人强调，这种对信贷周期建立阶段的潜在调节作用应该

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收益，而不是 CCyB制度的主要目标。此外，还明确指出，CCyB并

不旨在作为管理经济周期或资产价格的工具。 

几篇论文为引入反周期资本而提供了理论基础要求。 例如，Repullo 和 Suarez

（2013）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使用美国关于数据校准的关系贷款的动态均衡模型，表明

当倒闭银行的社会成本高时，新资本协议下的资本要求应当比原来高。 与此同时，资

本要求不应该顺周期，以避免在衰退时增加信贷配给。 调查结果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

即在经济低迷时期，一些银行无法筹集股权，一些借款人无法通过切换到其他资金来避

免信贷配给。 Jokivuolle 等（2014）为反周期资本需求提供了另一种动机。他们不是

在经济衰退时假定银行资本的供给受到限制，而是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银行与企业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因此在高风险项目和低风险项目之间银行贷款的次优分

配。 结果表明，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可以消除市场失灵，当项目的成功概率在衰退时

期下降时，由于与低效项目分配相关的市场失灵将较低，所以最优资本要求必须降低。 

Gersbach 和 Rochet（2017）开发了一个完整的市场环境的简单模型，银行在高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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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放贷太多，在低生产力国家放贷太少。 应当在良好的国家实行更严格的资本要求，

纠正资本错配，增加预期产出和社会福利。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文献显示了信贷过度增长期间杠杆建立的不稳定影响（如 Jim

ãnez和 Saurina（2006），Schularik和 Taylor（2012），Jordá等人（2013,2014），

Aikman （2015）以及顺周期风险资本监管对银行贷款的影响（例如 Behn 等，2016），

另见 Athanasoglou等（2014）及其中关于银行顺周期性的更广泛讨论的参考文献， 为

（反周期）宏观审慎政策提供了一个论点。 

2.2 CCyB的有效性 

由于只有少数国家启动了 CCyB，其有效性证据很少。 事实上，迄今为止，关于巴

塞尔协议三 CCyB实际激活效果的实证分析很少。 尽管如此，学术和政策文献提供了理

论和实证两方面的论据和结果，可以间接和临时评估 CCyB的有效性。 

从理论角度来看，CCyB倾向于有效减少信贷和产出的波动，从而增加福利。 然而，

较高资本要求的传导机制和 CCyB 维持效果的条件高度依赖于模型设置及其基本假设。 

例如，许多模型假设银行只能通过保留收益和/或减少资产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可能

会高估资本要求对信贷的影响。 

大量文献利用在各国校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显示了 CCyB 的福利改

善效果（见表 1）。尽管通常只是大致了解 CCyB 的设计。但其中一些论文显示，实施

CCyB 的收益可能取决于几个因素，例如经济冲击的类型。特别是，CCyB 在金融或住房

需求冲击后趋于稳定，但在生产力或技术冲击和国际宏观冲击之后（例如 Angelini 等

（2014），Benes等（2014），Arango和 Valencia（2015））， Benes 和 Kumhof（2015），

Carvalho和 Castro（2015b），Lozeij等（2017））。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 CCyB的净

收益：Clerc et al（2015）发现 CCyB只在最低资本要求足够高时才降低产出波动性并

增加福利，而 Angelini 等（2014）表明， CCyB 可能取决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

之间是否存在合作关系。 

一些其他理论性论文基于（校准）模型评估 CCyB的潜在影响。例如，Galaasen和

Johansen（2016）提出了一个动态的银行模式，其中有一个优化银行模式，可为家庭和

公司部门提供贷款。假设是银行可以通过保留净利润或销售贷款来提高资本比率。基于

使用天平的模型校准来自七个最大的挪威银行集团的表单和利润表数据表明，与固定资

本要求相比，周期性资本监管大幅度降低了贷款周期的波动性。 De Nicolo 等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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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微观审慎资本要求的同时，在银行的行为模型基础上表明，（自愿的）建立的资

本缓冲区的上涨减少了代价高昂的贷款清理风险，并有助于加强银行在低迷时期的流动

性状况。 Horváth和 Wagner（2017）认为，CCyB 的福利影响是模棱两可的，并警告 CCyB

潜在的意外副作用。他们发展了一个模型，其中福利最大化资本要求是反周期的。然而，

当风险的相关性是内生性的时候，CCyB 的福利影响是不明确的：虽然反周期资本要求

减少了冲击对事后经济的影响，但它们也为银行提供了事前相关性更高的相关性，从而

增加了系统性风险。就像任何其他资本需求或缓冲区一样，CCyB 的目标是通过增加可

用于吸收银行损失的资本来促进抵御能力。在 CCyB 的背景下，抵御能力方面的具体内

容是通过释放经济低迷时期的缓冲来支持信贷。因此 CCyB 在提高抵御能力方面的有效

性应该根据这一目标进行评估。如上所述，所审阅的理论研究往往只能大致反映 CCyB

的设计，而且只有极少数包括银行违约的选择（例如 Clerc et al（2015），Mendicino 

et （2015,2016）和 Lewis and Villa（2016） ，另见 Benes and Kumhof（2015））。

然而，一些论文认为 CCyB 的韧性方面（除了倾向于上升的周期的影响）具有明确的作

用。例如，在 Benes 等（2014）和 Benes and Kumhof（2015）中，银行通过增加利差

和减少信贷来应对损失。在繁荣时期投入更多的资金，而将会在不景气时期减少贷款的

需求。Clancy 和 Merola（2016）的模型也有类似的结果。他们也比较快速地反映了反

周期资本缓冲的部门应用：发布 CCYB 的文献审查和逐步发布，并发现在发布阶段以更

积极的政策立场阻止经济进入衰退期。 Clerc et al（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引入反

周期调整减少了对经济信贷供给的减少，但是这是以银行违约增加为代价的，因此增加

了资金总成本银行（另见 Mendicino 等（2015,2016））。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放松资

本标准只有在起始资本要求很高时（即银行违约风险已经很低时）才会起作用。

Mendicino等（2015）在此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是，资本要求的逆周期调整取得的收益是

不合理的。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宏观审慎监管机构需要在经济低迷时期时追求信贷支持

目标，考虑缓冲释放对银行倒闭风险的影响。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文献提供了一些证据指出缓冲释放的潜力，以维持低迷时期的

信贷增长。 Chen 等（2017）利用斯洛文尼亚在 2008 年第四季度发布的审慎过滤器的

经验，该审慎过滤器自 2006 年第三季度开始实施。基于银行面板数据回归，他们发现

银行具有较高的资本比率 在资本缓冲释放之前，保持信贷增长的可能性较高，在释放

资本缓冲后。 Jimãnez 等（2017）发现西班牙释放资本缓冲区对银行贷款产生了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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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积极影响。 然而，他们指出在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维持贷款的能力强弱依赖于他们

在动态配置计划下搁置了多少资本，这意味着资本缓冲应该足够大以便能够 在低迷时

期支持信贷。 

Bahaj 等（2016）对英国的估计表明，当信贷增长疲软时，需求增加 25 个基点可

能导致贷款额外下降 4％。同样使用英国的数据，Bridges 等（2015）也发现，当产出

缺口为负时，贷款的反应更强。如果资本要求降低的影响与增加的影响相对应，这意味

着 CCyB 可能有效支持经济衰退时期的贷款。但是，Bridges 等（2015）发现，当资本

要求降低时，对创造性就业部门和有担保家庭贷款的贷款低于资本要求增加后。最后，

Kraft和 Galac（2011）考虑了 2008 年之前克罗地亚宏观审慎政策的变化，以便根据实

证调查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政策变化对银行变量的影响。他们发现，2000 年上半年更

严格的监管改善了克罗地亚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状况，但对银行贷款的影响似乎很小。

克罗地亚在 2008 - 09年度处理了金融危机，没有任何银行倒闭，但实体经济仍受到严

重影响。然而，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危机前的严格监管，事情会变得更糟。 

关于 CCyB 倾向于循环的能力，关于资本要求的经济成本的文献虽然代表了一系列

方法和观点，但表明较高的资本要求可能在短期内降低贷款和经济活动（ BCBS（2016））。 

这表明 CCyB 的激活可能确实有助于抵消周期的建立阶段。 然而，关于实际逆周期资本

要求对贷款的影响的证据很少。 从所回顾的文献来看，关于逆周期资本要求的更具体

的实证研究结果往往会混合在放缓信贷增长的能力上（见表 2）。 

为了支持 CCyB在上涨方面的有效性，Drehmann 和 Gambacorta（2012）使用西班牙

数据模拟了 CCyB对银行贷款的影响，并得出结论认为 CCyB除了可以降低顺周期性外，

还可以降低更高抵御冲击的有利影响。 根据挪威的动态多方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Akram（2014）模拟资本要求增加符合巴塞尔协议 III 中的建议（包括在 2.5％资本保

护缓冲区之上的 2.5％CCyB），影响贷款利率从而对信贷和房价产生重大影响。  

Fraisse等（2017）确定资本要求的增加通过首先提供贷款的决定（广泛边际）来

减少银行贷款，在较小的程度上，如果贷款被授予（密集保证金），通过贷款规模。 然

而，前者的评估取决于假设哪家银行是某家公司的潜在贷款人，以及适用于该贷款的资

本要求。 Noss和 Toffano（2016）发现（非风险加权）资本增加按 15个基点计算，16

个季度后银行贷款的平均减少幅度为 1.4％。 最后，Akinci和 Olmstead-Rumsey（2015）

的跨国证据表明，反周期资本措施对信贷总增长有显着的负面影响，但其他经验论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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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CCyB放慢信贷增长的能力产生怀疑。例如，Claessens等（2014）分析了 48个国家

约 2,800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化如何对特定的宏观审慎政策做出回应，并发现资本缓

冲在整个周期内可能不会很有效。 Havemann（2014）分析了 2003 - 07 年期间南非使

用的 CCyB 变体的影响，旨在管理央行认为对金融稳定具有潜在危险的信贷繁荣。估计

资本充足率冲击 1个百分点将银行贷款利率上调 0.4个百分点，这与 0.3 至 0.4个百分

点的利率冲击效应类似。根据这一发现，作者得出结论认为，资本充足率上涨可能需要

相当大才能对信贷扩张或经济活动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此外，英国在弗朗西斯和奥斯本

（2012年）和米克斯（2017年）进行的反事实模拟结果也引起了人们对 CCyB放缓信贷

活动能力的怀疑。房价格没有显着影响。依靠在西班牙实施动态配置的经验，Jimãnez

等（2017）发现，对总体贷款施加更严格的要求几乎没有影响：在繁荣时期，企业能够

通过切换到银行来避免信贷配给受政策影响。他们还表明，在危机时期新需求增加时，

会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同样，Bahajet al（2016）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型，预测当借贷

前景良好且遗产资产健康时，贷款对资本要求的变化较不敏感。他们凭经验证明，在信

贷扩张时（代表良好的贷款前景和健康的遗产资产），资本要求的增加实际上对贷款的

影响最小。 Fraisse 等（2017）使用简单的推导类似地表明，风险权重仅在股权稀缺

时才重要：当权益无法提高时，风险权重在确定银行投资组合时不起作用。 

上述文件的结果差异可能有很多原因，包括被调查资本措施的性质，时间和强度。

尽管如此，CCyB 可能缺乏有效的抵御循环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信贷供应可能转移到不受

CCyB 要求约束的中介机构。特别是信贷非银行的替代可能会降低工具在放慢信贷增长

速度方面的有效性。资本要求增加后，银行信贷转变为非银行信贷的经验证据不一。在

跨国环境下，Cizel等（2016）发现，在引入基于价格的衡量标准（资本要求）后，没

有证据表明信用替代非银行信贷：对非银行信贷的替代效应主要针对基于数量的措施包

括基于借款人的措施，如贷款价值上限（LTV）比率），而且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更强。

Aiyar等人（2014a，b），De Marco和 Wieladek（2015）以及 Uluc 和 Wieladek（2017）

证实了这一发现没有找到英国非银行金融公司和资本市场大量信贷替代的证据。 相比

之下，Fraisse等（2017）对法国企业观察资本需求的影响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要低于对

银行贷款的影响，因为企业部分用供应商债务取代银行债务。 同样，根据英国银行体

系模型，de-Ramon et al（2012）估计，资本要求增加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要低于银行对

企业的影响。 这表明企业可以获得其他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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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注意的是，CCyB 在上涨和衰退期间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其他审慎工具

对银行行为的约束程度。 例如，如果一家银行的资产平均吸引低风险权重，那么未加

权杠杆率要求实际上可能是更具约束力的资本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CCyB 对信贷增长

的影响可能会减弱。 同样，只有在杠杆率要求或流动性要求等其他审慎性要求对银行

投资组合管理构成约束性约束的情况下，CCyB的发布才能有效支持经济下行的信贷。 在

此背景下，英格兰银行（2015）和 ESRB（2015）倡导反周期杠杆比率缓冲与 CCyB协同

运作。BCBS（2016）指出，在杠杆率限制中引入与巴塞尔 III风险资本比率相同的灵活

性是很自然的。 在资本与流动性要求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背景下，BCBS（2016）讨论了

一些证据，表明在资本要求之上增加流动性要求会对信贷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如果流动性要求到位，如果发生冲击，银行信贷的收缩将不那么明显。 

总之，虽然所审阅的文献提供了关于 CCyB 潜在利益的支持，但 CCyB 的有效性仍然

是一个经验问题。 资本要求可能会产生实质性的和预期的效果，但这取决于银行如何

选择调整资本比率 6以及借款人能够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的程度。 在评估 CCyB的有效

性时应考虑后者，因为这可能会影响银行信贷，高估了对总贷款的真实影响。 迄今为

止，关于巴塞尔协议三 CCyB 实际激活效果的实证分析很少。更一般地说，关于资金需

求释放影响的论文特别少，这对评估 CCyB 实现其主要目标（即在经济低迷时期支持信

贷）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三、部门风险对金融稳定 

3.1特定部门的信贷发展 

正如第 2.1节所讨论的，CCyB专门用于保护银部门而免受信贷周期带来的风险。 在

此背景下，BCBS（2010b）提出将 GDP 差额的信贷作为 CCyB 激活的共同参考指南。 该

指标的有用性在 BIS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经验支持（如 Borio and Lowe（2002），Borio 

and Drehmann（2009）和 Drehmann（2010,2011））以及早期预警文献中的其他论文（如

Detken等（2014）及其中的参考文献）。 尽管参考指南的重点在于为私营部门提供所

有债务资金来源，导致潜在系统性风险的脆弱性可能并不总是基于广泛的，而是建立在

部门层面。 

事实上，有几条文献表明，分析不同的文献是有用的，以分解方式分配总信贷的组

成部分。首先，关于信贷周期同步的文献表明，尽管信贷市场一体化和商业周期协同运

动导致更强的信贷周期同步，但有证据表明，在许多欧洲国家，非金融公司信贷周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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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抵押贷款信贷周期并不总是很很好地同步。例如，De Backeret al（2016）认为，

信贷发展与家庭和非金融公司之间缺乏同步性需要基于资本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

在部门层面应用。 Samarina 等（2017）发现，在国家内部，抵押贷款和商业信贷的信

贷周期因贸易开放程度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和利率下降而出现分化。他们得

出结论认为，有必要制定宏观审慎政策，以解决国家信贷周期和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

具体问题。Gerba（2016）在分析美国的宏观金融联系时表明，不同信贷部门与产出之

间的相关性随着时间以及信贷部门的变化而变化。例如，虽然 1953-2011 年期间消费者

信贷的平均值与家庭抵押贷款的信号稍有相关性，但后者与商业周期的相关性在 2000 - 

11 年期间要大得多。相比之下，贷款总额与企业和产出的联合变动平均较低，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稳定。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论文只看同期同步。如下所述，选择相

关的政策工具（基础广泛的或有针对性的）需要知道部门周期是否在短时间内同步。如

果是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部门失衡倾向于导致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形成基础广泛的脆

弱性。此外，在上述许多文件中，部门信贷周期的同步性在相对总体水平上进行评估：

将部门信贷周期进一步分解为对住户的不同类型信贷（例如抵押贷款信贷与消费信贷）

以及对不同企业部门的信贷可以提供关于周期性系统风险评估所需的细化程度以及相

关信贷的进一步有用见解细分受众群。 

此外，有关银行危机预警模型的文献也证实了考虑部门信贷周期的建议。 例如，B

üyükkarabacak和 Valev（2010）为 1990年至 2006 年期间 37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年度数据找到了家庭信用在统计上显着和经济上重要的因素，以影响银行危机。 商

业信用也被认为很重要，但效果较弱，不太健壮。 作者认为，针对家庭信贷的差别化

政策可能会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不会限制企业信贷的增长效应。Jordàet al

（2014）根据 17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先进国家追溯到 1870年的样本，发现从长期来

看，抵押贷款和非抵押贷款都可以独立预测金融危机，尤其是在二战后的时代他们的结

论是，金融脆弱性似乎有多种来源。 Anundsen 等（2016）利用 1975 - 2014年间的数

据估算了多元 logit模型，以预测 2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 33次银行危机。他们发现信贷

对家庭的信贷差距和信贷对 NFC 的差距对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具有显着的积极和经济上

的相关影响。相对于没有分配信贷的模型，伪 R²和 AUROC 增加，引导作者参与总结认

为以分解方式研究信贷总额的不同组成部分会带来收益。他们进一步发现，尽管房价泡

沫导致家庭信贷对 GDP 差距的影响被放大，但商业信贷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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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系列文献要求在系统性风险评估和管理体系中采用部门层面的目标，以

便捕捉跨部门相互作用的影响。 该文献的一个发现是信用风险的发展在不同经济部门

之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例如，Jimãnez 和 Mencía（2007）和 Fiori et al（2009）将

历史违约率模型分为经济活动。 在这些模型中，宏观经济变量代表系统风险成分，而

具体部门变量代表特质风险成分。 这两项研究都将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和贸易确定

为“周期性”部门，而采矿和采石业以及公用事业是“特殊”的。萨尔迪亚斯（Saldí

as，2013）通过考虑风险的横截面维度和时间序列维度，在风险决定因素和传导方面论

述了欧元区企业部门异质性的重要性。 根据 2001 - 2009年欧元区 12个部门的或有债

权分析，本文表明，仅仅关注风险的宏观金融决定因素而忽视这种异质性会在总体信用

风险方面产生误导管理，财务稳定分析和政策决策。 Accornero 等（2017）显示，意

大利企业部门指数的股票市场回报相关性存在显着差异。 

3.2信用部分的系统相关性 

由于宏观审慎政策采取全系统观点，周期性系统风险评估的重点应放在那些可能对

没有涵盖微观审慎监管的，对更广泛的金融体系稳定性构成风险的部门。 因此，为确

定分析部门信贷周期的适当粒度水平，除了信贷发展中特定部门的存在外，信用部门的

系统相关性也很重要。所回顾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表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细分市场

的演变有可能对银行稳定性和整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 

关于住户部门，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是抵押贷款和住房市场。正如 Jordàet al

（2014）对 17 个经合组织先进国家的样本所记录的那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抵押

贷款（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在银行贷款组合中的份额大约翻了一番，自 70 年代以

来，按揭贷款相对于产出的迅速增长，推动了银行贷款占 GDP比率的增长。此外，他们

表示抵押贷款信贷对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并越来越多地在商业周期

动态中留下了痕迹。 Forlati 和 Lambertini（2011）在带有住房的 DSGE 模型中引入了

抵押贷款的内生违约，并显示抵押贷款风险意外增加会导致信用紧缩，拖欠率和抵押贷

款利率上升，贷款减少，非耐用品的总需求下降。Iacoviello 和 Neri（2010）用美国

经济的 DSGE 模型明确地模拟住房市场的价格和数量，发现家庭借款的附带影响放大了

非住房消费对基本面变化的反应，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住房市场对其他经济体的平

均溢出效应变得更加重要。 Gelain等（2013）通过允许一部分家庭采用简单的移动平

均预测规则（即适应性预期）在 DSGE 模型中引入了过度波动性。这导致房价过高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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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持续的家庭债务，使经济更容易受到负面冲击。最后，一些研究显示了房地产开发与

银行不稳定或银行股票收益之间的经验关系。例如，Koetter 和 Poghosyan（2010）测

试了房地产市场与银行稳定之间关系的两个相互竞争的观点：抵押品价值和偏差假设。

前者表明，较高的价格会增加借款人的抵押品和净财富的价值，从而减少信贷违约的可

能性。相反，后一种理论认为，持续偏离基本面可能会促使银行寻求扩大其贷款组合的

逆向选择风险日益增加的债权人，这会增加银行遇险概率。对 1995年至 2004年期间德

国 78 个地区房地产市场的假设进行检验，他们发现房价偏离基本面导致银行不稳定，

为偏差假说提供支持。名义房价的变化并不影响银行的不稳定性，这意味着 Koetter和

Poghosyan（2010）使用的样本并不支持抵押品价值假设。潘和王（2013）使用美国在

1990 - 2010年期间的阈值模型，发现支持抵押品价值假设和偏差假设：房价增长对银

行不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收入增长低于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的一个特定的门

槛，而房价偏离基本面导致银行不稳定，但也只有在收入增长低于特定的阈值的情况下。

值得注意的是，Koetter 和 Poghosyan（2010）以及 Pan和 Wang（2013）分别强调了德

国和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异质性。 最后，Martins 和 Serra（2012）采用跨国视角评

估银行股票收益是否受到房地产市场状况的系统性影响。 通过观察 15个欧盟国家的银

部门指数的敏感性，实证结果显示银行股票收益率和房地产市场收益率之间存在正向且

统计上显着的关系。 这一结果进一步表明，在爱尔兰，西班牙和英国的次贷危机之后，

房地产市场走势对银行股票收益的影响越来越大。 

企业部门的特殊和部门发展也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例如由于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

的共同变动和溢出效应。这些部门方面没有纳入微观审慎资本要求，这些要求假设一个

风险因素是推动借款人之间的相互关系（Gordy，2003）。 Gabaix（2011）运用理论和

经验证据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企业层面的冲击，可以解释总体商业周期波动的一个

重要部分，并为总体冲击提供了微观基础。更具体地说，对大公司或者更普遍的像经济

部门这样的大型单位的特殊冲击会影响汇总结果。卢卡斯（1995）表明，部门或地理因

素可能会影响其他不相关公司的默认风险。 Acemoglu 等人（2012）认为，在部门投入

产出相互关联的情况下，微观经济特异性冲击可能导致总体波动。特质冲击传播的速度

取决于部门网络的结构：如果不同部门作为直接或间接供应商的作用存在高度不对称

性，部门冲击和网络效应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可观的综合波动。因此，互连可能会产生级

联效应，从而对部门产生冲击不仅向其直接客户宣传，而且也向其他经济体宣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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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变量带来的系统性影响外，跨部门风险交叉动态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其他一些论

文的强调，其中包括 Alves（2005），Jimãnez和 Mencía（2007），Fiori 等人（2009），

和 Castren和 Kavonius（2009）。最后，Accornero 等（2017）概述了衡量银行对非金

融企业风险敞口的信用风险的框架，该框架说明了部门风险因素所起的作用。他们的措

施可以帮助确定哪些经济部门可能在经济低迷时期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起到相关作用，

潜在损失贡献的比其他人多。 

总之，所审查的文献表明，部门风险可能是银行稳定和实际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

素。有证据表明，抵押贷款可能尤其如此，但银行业务组合的子部分也可能成为全系统

风险的来源。但是，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来确定周期性系统性风险评估所需的细化程度以

及宏观审慎决策者所需要针对的相关信贷部分。特别是应该用全系统的观点来考虑，重

点关注那些可能对更广泛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稳定构成风险的部门。这需要进一步

研究部门信贷周期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另外，对不同信贷周期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

系的因果关系对于进一步发展描述基础广泛的和可能更有针对性的 CCyB应用（见第 4.2

节）的相互作用的政策框架非常重要。这一政策和研究议程可能需要弥补数据缺口，因

为在所有国家，有关部门信贷部门的足够详细的数据可能无法提供足够长的时间。 

 

四、部门 CCyB的潜在范围 

4.1部门风险与 CCyB 

基于广泛的非目标 CCyB的使用具有优点和缺点。例如，Elliott（2011）认为，CCyB

适合于解决一般问题，而且这个行业很难解决问题。但是，如上所述，如果系统性风险

正在特定信贷领域形成，那么非目标化方法可能效率低下，甚至适得其反。在一份总结

2011年与欧洲国家基金组织 2011年第四条磋商的主要经验教训的政策文件中，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2011）指出，CCyB 是一个钝器，而且从国际共识（即巴塞尔 III 资本要

求和基于借款人的措施）似乎过于关注驯服基础广泛的信贷热潮和房地产泡沫，并没有

充分认识到其他具体渠道和风险来源。特别是，有人认为，当不平衡的集中聚集在特定

的部门时，这可能导致 CCyB在总体发展触发之前出现危机。最后，Tarullo（2014）认

为，CCyB 很直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即鼓励银行以更加稳定

的地区贷款为代价，在蓬勃发展的地区进行更多的贷款。 

事实上，当面临资本要求的变化时，银行将在不同资产之间以及如何转向更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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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的不同选择之间进行权衡。理论和实证研究均有证据表明资本要求可能会改变银行

贷款组合的构成，而资本要求的增加往往对高风险重量组合产生较强的负面影响。例如，

在 Akram（2014），Carvalho 等（2014），Galaasen 和 Johansen（2016）以及 Mendicino

等（2015,2016）中可以找到这些发现的校准理论模型。通常来说，一些研究使用英国

的数据确认了这种投资组合调整，以响应更高的资本要求。弗朗西斯和奥斯本（2012

年）发现，英国的银行并非调整贷款或资产的数量，而是集中在增加资本和调整投资组

合的构成以降低风险加权资产。de-Ramon 等人（2012 年）模拟指出，目标资本比率增

加一个百分点从而风险加权资产的减少幅度大于总资产和贷款。他们认为，人们可能会

预计银行缩减其公司贷款组合，这通常会吸引更高的风险权重，超过其国内抵押贷款组

合。他们的结果显示，银行倾向于向公司借款人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是向家庭提高贷款

率（19 个基点 vs 6.7 个基点）。 De-Ramon 等人（2012）进一步指出，部分的企业借

款人更大需求弹性有助于银行最有效地降低其风险加权资产（另见 Carvalho和 Castro，

2015）。同样，Bahaj et al（2016）的结果虽然不是他们论文讨论的焦点，但表明监

管资本对家庭贷款的影响。 Bridges等（2015）表明，各行业对贷款的影响是不同的：

贷款增长最多的是创造工业部门，其次是其他企业贷款和家庭担保贷款。最后，Akinci

和 Olmstead-Rumsey（2015）的国际证据表明，即使信贷增长总额下降，并非专门针对

住房市场的资本要求也会导致住房相关信贷增长。 

4.2部门 CCyB的潜在范围和目标 

上述讨论表明，在面临金融稳定的部门风险的情况下，CCyB 的部门应用等目标工

具可能比巴塞尔协议三 CCyB 更为有效和高效。根据 Elliott（2011）的观点，部门层

面资本需求变化的论点是它们直接影响到关注的领域，更强的信号能力和对广泛经济更

小的影响。当整体增长前景低迷且货币政策膨胀时，后者可能特别重要。经济下滑的资

本需求增加可能与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的积极影响相抵触。例如，Beyer 等（2017）讨

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采用 Clercetal（2015）和 Darracq 

Pariâsetal（2015,2016）开发的模型来模拟这种相互作用的大小，并检查不同渠道通

过这些出现。他们表明，虽然长期而言对于产出具有实质性效益，但基于资本的审慎工

具的增加会抑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作者还建议，更多有针对性的工具可能对货币

政策传导的影响较小，因为它们只影响到特定比例的借款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

年）敦促欧盟国家将其宏观审慎工具包扩大到现有的范围之外，并考虑纳入其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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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针对特定部门的随时间变化的风险敞口。 有人认为，时间和部门或有风险权

重将有助于 CCyB 的补充，因为它们将允许更具体地针对系统性风险正在发展的部门，

从而实现风险的横截面区分。 出于类似的原因，ESRB（2016）声明可以考虑更有针对

性地应用 CCyB。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敦促欧盟国家将其宏观审慎工具包扩大到现有的范围之

外，并考虑纳入其他工具，其中包括针对特定部门的随时间变化的风险敞口。有人认为，

时间和部门或有风险权重将有助于 CCyB 的补充，因为它们将允许更具体地针对正在发

展的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部门，从而实现风险的横截面区分。 出于类似的原因，ESRB

（2016）声明可以考虑更有针对性地应用 CCyB。 

一些为其提供动力的理论模型的主要论点：反周期资本要求也可以扩大到激励使用

部门的 CCyB。 例如，根据 Jokivuolle 等人（2014）的论点，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对

于银行和企业之间关于项目潜在风险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最优风险资本要求必须更

高。 同样，Horváth和 Wagner（2017）提出的理论模型的推理可能会扩展到部门 CCyB

的有用性，因为它通过对相关银行收取更高的资本要求来使得银行之间变得弱相关。 在

这样做的同时，这也使得该系统不太顺周期，因为更多异构机构对综合冲击的反应会较

弱。 

考虑到巴塞尔协议三 CCyB和部门 CCyB的（预期）在重要方面传播机制（例如 CGFS，

2012和 ESRB，2014）的重叠，部门 CCyB的目标可能与 CCyB的目标类似。特别是，CCyB

部门应用旨在提高抵御特定部门风险的抵御能力，以维持在经济衰退时期向这些部门和

其他部门提供信贷，并在目标部门倚仗周期。哪些目标应该占上风，以及何时应该通过

基础广泛的激活来选择 CCyB 的部门应用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风险如何建立和实现。

尤其是，如果部门风险的实质性（初始）限于暴露于这些特定部门的损失，部门 CCyB

可以增强对这些部门损失的抵御能力，并避免其他信贷部门的损失溢出。以免损失，巴

塞尔协议三 CCyB 会更合适。在学习倾向方面，如果部门之间的信贷周期往往表现出积

极的跨期关系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那么巴塞尔协议三 CCyB 也将更为合适。相反，如

果一个部门的信贷过度发展导致其他部门的风险增加，部门 CCyB 可能有机会依靠第一

部门的过度发展来避免部门失衡的蔓延。 

事实上，由于部门 CCyB会改变不同信用部门的相对资本收费，该工具可能比 CCyB

更有效地抵御部门失衡。 例如，Crowe 等（2013）认为，在房地产繁荣的背景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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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价格动态相关的资本要求或风险权重可能有助于限制繁荣 - 萧条周期的后果。 

特别是，通过迫使银行在繁荣时期持有更多资本抵御房地产贷款，这些措施可以缓解冲

击期间的损失。 此外，他们表示，通过增加信贷成本，这些措施可能会减少需求，并

自己遏制房地产价格。 但是，重点不应放在调整特定行业或特定部门的信贷和价格发

展上。 如上所述，应采取系统性的观点，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为目标，降低系统性风

险。 

4.3部门 CCyB的潜在有效性 

4.3.1预期效果 

所审查的文献表明，部门资本要求迄今已应用于一系列行业，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

产的风险敞口（参见 ESRB（2017）关于在欧洲活跃的住宅房地产工具的概述），消费

者贷款和外币贷款。它们也在部门贷款组合的特定细分部门（如高贷款价值风险敞口或

到期日超过一定限额的贷款）中更加细化。这些措施的目的要么是提高银行的适应能力，

要么是限制某个行业的贷款增长。然而，与 CCyB 一样，只有少数论文明确地对总体和

部门 CCyB 的部门资本要求进行了明确的影响评估。因此，部门资本要求的有效性和效

率在很大程度上仍未经过检验。然而，理论研究（DSGE）对部门资本要求的传导提供了

一些（尽管是部分）的见解，并表明这种手段在宏观审慎政策中可能起的作用。例如，

Crowe 等人（2011 年）使用 DSGE 模型来定量评估处理房地产繁荣的不同政策选项。他

们的结果表明范围较窄的工具（如宏观审慎工具）表现更好。然而，金融中介机构在其

模型中的代表过于简化，没有重要的银行变量如银行资本或资本充足率等。因此，宏观

审慎工具的表述是通用的，可以是任何影响利差的因素。运用巴西 Carvalho 等（2014）

和 Carvalho 和 Castro（2015）的 DSGE 模型显示，行业风险权重的增加主要影响目标

市场的贷款利率。 Carvalho 和 Castro（2015）发现，在最优政策组合中，部门风险权

重可以应对部门信用差距。最后，Chen 和 Columba（2016）对瑞典的开放经济 DSGE 模

型进行了校准，并显示当抵押贷款风险权重增加时福利得到改善，因为较强的资本缓冲

能够在压力期间保留资金中介功能的能力更强，从而减少宏观经济波动。但是他们没有

试图评估时改变抵押贷款的影响风险权重。 

有关部门资本要求影响的实证文献同样很少（见表 3）。实际上，只有瑞士的情况

才考虑启动实际的部门 CCyB。针对瑞士住宅抵押贷款市场的 1％部门 CCyB 于 2013年 2

月推出，旨在通过提高抵御能力来保护银行业免受信贷过度增长的后果。此外，作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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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应该抵制过度行为的积聚。截至 2014 年 1 月，缓冲区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到

2％.Basten 和 Koch（2017）研究了该部门 CCyB 在 2013 年 2 月在瑞士被激活的影响。

他们发现，尽管部门 CCyB 并未影响银行的拒绝率，但在采取措施后，资本受限和抵押

贷款专业银行都表现出较高的抵押贷款利率。此外，抵押贷款专业银行在启动后按揭贷

款同比增长了 0.19个百分点。他们没有找到证据表明 CCyB部门促使银行更多地为高额

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提高贷款利率，或者为低 LTV高客户提供贷款。 Basten和 Koch（2017）

总结认定的效应的总体规模相对较小。 

少数论文还提供了部门 CCyB以外的部门资本要求增加的评估。 法拉利等人（2017）

估计在 2013年 12月出台的影响有 5个百分点的附加软件在比利时按揭贷款 IRB银行按

揭贷款的内部评级法的风险权重。 该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增加 IRB 银行对潜在损失的抵

御能力，这源于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不太活跃。 在部门层面，附加税对样本中的所有内

部评级机构银行增加了总额 8.2 亿欧元的资本金要求，合计占这些银行一级资本的

1.8％。 法拉利等人（2017）发现，平均部门资本要求并不影响 IRB银行的抵押贷款利

率和抵押贷款贷款增长。银行可能已经对引入风险权重附加项进行了异质性的反应，然

而，IRB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中受抵押贷款的份额影响较大，并且面临相对较大的额外资

本要求，因为风险权重附加值减少了抵押贷款的增长。 另外，自愿管理资本缓冲区较

大的银行在实施措施后表现出较强的按揭贷款增长。 此外，暂时在抵押贷款利率方面

表现得更强，估计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中对比利时家庭的按揭贷款份额较大。 法拉利等

人（2017）的结论是，样本中个体银行的抵押贷款利率和抵押贷款增长的整体影响在统

计和经济两方面都很有限。 

Martins和 Schechtman（2014）利用巴西公共信用登记册和巴西金融机构会计数据

库的数据分析了 2010年 12月在巴西实施的部门内银行监管的有效性，以回应市场在快

速家庭信贷增长的背景下汽车贷款风险增加。 汽车贷款在实施该措施时占未偿还（家

庭）贷款的 13％（25％），占巴西银行体系资产的一大部分。 对于有针对性的汽车贷

款（高 LTV和长期贷款），监管风险权重从 75％提高到 150％，而其他汽车贷款则没有

受到该措施的影响。 他们发现对定向贷款收取的贷款利差比非目标贷款增加至少差

2.19 个百分点。 这相当于贷款利差的 15％，导致作者认为这种影响很重要。Martins

和 Schechtman（2014）也观察到目标贷款的贷款量相对于非目标贷款的适度增长（暂

时）下降。 Afanasieff 等人（2015年）进一步表明，高 LTV和长期到期贷款的目标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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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起源从 2010 年 11 月的所有汽车贷款的 74％下降到 2011 年 12 月的 60％。他们的

估计证实了风险细分市场贷款量减少之后 该措施的引入。 他们还表示，在采取措施后，

新汽车贷款不良贷款减少。 总的来说，Martins 和 Schechtman（2014）以及 Afanasieff

等（2015）都认为该措施有效减少了目标客户的信贷。 

上述讨论表明，在数量和价格影响方面，部门资本要求对贷款增加的影响存在着不

同的结论。其他一些文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果，这些文件提供了更多关于部门资本要

求的轶事证据。 Crowe 等（2013）指出，增加资本要求和/或风险权重对特定房地产贷

款组的影响的经验证据参差不齐：虽然有些尝试（例如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

和乌克兰）未能阻止经济繁荣，其他国家（如波兰的情况）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 Mohan

和 Kapur（2009）和 Sinha（2011）记录了 2005 年至 2007 年间印度各行业部门风险权

重和供应要求的变化，以保护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免受高资产价格和信贷增长带来的风

险。他们表明，商业房地产风险权重从 100％逐步增加到 150％，随之而来的是信贷增

长持续下降到目标行业。然而，Sinha（2011）认为供应措施可能比风险权重的变化更

有效，因为印度银行的资本水平远高于最低要求。 爱尔兰中央银行（2010 年）提供了

2006 年爱尔兰 LTV 高风险抵押贷款风险权重增加 50％至 60％的评估，以及 2007 年投

机性商业房地产贷款风险权重增加至 150％。这两项措施对于 一级资本要求（分别为

0.4％和 2％）和被认为可能产生的影响相当有限。 Andersen 等（2012）指出，2005

年克罗地亚存在汇率风险的贷款风险权重增加无法有效抑制外币贷款的增长。 Pereira 

da Silva 和 Harris（2012）讨论了除汽车贷款以外的巴西央行对消费贷款关于市场部

分的风险权重政策。例如，2010 年 12 月到期的 60 美元以上保证消费贷款的风险权重

从 75％上升到 150％。由于对目标市场的贷款影响不大，风险权重在 2011 年 11月再次

增加，从 150 ％至 300％，而同时风险权重较短 - 该分部的长期消费贷款从 100％下

降至 75％。此外，为防止其他类型的长期消费贷款泄漏，长期无担保消费贷款的风险

权重也提高至 300％。这些变化之后，新的长期工资担保贷款相对于短期工资担保贷款

的比例急剧下降。银行（2014）报告称，2004 年澳大利亚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从 50％

上升到 100％，而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上升幅度低于所需文件和收入和可服务性检查，

抵押保险和 LTV超过 60％减少了目标贷款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估计，

2010年至 2013年期间以色列针对国内按揭贷款的资本措施有助于培育金融体系的抵御

能力，但在抵押抵押贷款和房地产市场活动方面却不太成功。卡拉（2016 年）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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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组织（2017）称，2011 年为抑制消费信贷风险周期性积聚（消费者贷款风险

权重增加）和 2013年（信用卡风险权重较高）所采取的措施有所贡献， 加上一系列针

对消费者贷款和紧缩货币政策的宏观审慎措施，以及随后消费者贷款增长放缓。 Gómez

等人（2017）确定了 2006 - 09 年期间哥伦比亚宏观审慎条例的影响。 所应用的工具

包括商业贷款的准备金要求和动态配置。 后者与部门资本缓冲具有相似之处，这显示

出对信贷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并有助于稳定哥伦比亚在 2008 - 09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信

贷周期。 

这些证据表明，部门资本要求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国家和部门的具体情况。 例如，

Andersen 等人（2012）讨论了银行风险权重变化的影响可能因贷款分部特征（如产品

同质性和竞争）而异。 有效性差异的另一个重要解释无疑是校准水平。 可以观察到影

响和校准之间的明确关系。 尤其是在巴西，汽车贷款的部门措施对贷款定价产生了经

济上的重大影响，风险权重从 75％增加到 150％转化为额外的 8.25％的资本支出，这

相当于一个部门 11％的缓冲。土耳其也出现了有效的倾斜，2011年消费贷款的风险权

重增加很大（取决于贷款期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从 100％上升到 150或

200％，而在澳大利亚（风险权重从 50 ％到 100％）相比之下，瑞士的部门 CCyB 校准

为 1％，而比利时的 5 个百分点风险加权平均值相当于平均 5％的部门缓冲。 此外，爱

尔兰的措施被评估为太少，而巴西针对工资保证消费者贷款的措施只有在最初措施的校

准增加之后才能有效减少目标市场的信贷。 因此，迄今获得的经验表明，部门资本要

求可能限制贷款目标行业的增长，至少如果校准足够严格。这一点也是由英格兰银行

（2014）提出的，根据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的经验，这也强调了早期干预的重要性。 正

如将在第 4.4.2 节中更详细讨论的那样，Fahr 和 Fell（2017）也强调需要灵活的工具

来高效运用。（另请参见 Andersenetal（2012））。 

根据法拉利等人（2017）的观点，从复原力角度来看，缺乏倾斜性的影响意味着银

行对部门风险的抵御能力可以通过低信贷成本来提高。 Basten和 Koch（2017）确实表

明，专门从事抵押贷款的银行通过利用留存收益来加强其资本基础，对引入 CCyB 部门

做出了反应。Smith等人（2014年）也对弹性进行了调查，他们根据美国的历史数据进

行了反事实模拟。 他们使用抵押资产的动态压力测试，导致抵押贷款的资本要求与房

价波动挂钩。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遵循这一规则，房利美将在 2008 年持有足够

的资本来弥补亏损在以下住房危机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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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前所述，反周期工具在提高抵御能力方面的有效性应该通过在经济低迷时

期释放缓冲区来支持信贷的目标进行评估。 就像巴塞尔 III CCyB一样，在本次评估中

考虑与其他审慎工具的交互也很重要，例如杠杆比率和流动性要求。 迄今为止，尚未

对部门 CCyB 在经济低迷时期支持信贷的能力进行评估：应仔细监控未来释放激活缓冲

液的影响，例如在瑞士，以获得对 部门 CCyB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Anguren 等人（2017

年）提出的证据表明，在推动信贷增长方面可能会释放部门资本要求。利用西班牙的数

据，他们调查了引入中小企业的影响支持因素在 2013 年底，导致资本减少，这是为了

确保向中小企业充足的信贷流通而建立的。 他们发现，应用中小企业支持因素后发生

的资本释放导致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增加。 相比之下，Sinha（2011）讨论了 2008-09

年期间放宽印度目标行业的审慎标准 

从危机期间信贷增长的减速得出的结论是，在经济低迷时期，抵御风暴对抑制繁荣

阶段的贷款繁荣更有效，而不是确保稳定的信贷供给。但是，如果没有放松部门资本要

求，危机期间的信贷增长将不会有反事实。 最后，巴西的案例可能会对部门 CCyB的潜

在信号功能提供一些有用的见解，大约在推出一年后，大部分汽车贷款的资本费用被取

消。 Martins 和 Schechtman（2014）发现信用价差再次收窄，但低于原规定实施后的

价差增幅。 此外，他们记录信贷量没有明显的反弹。 Afanasieff 等（2015）证实了

后者这使得作者认为，以信贷发展质量为目标的宏观审慎工具可以产生强大的信号作

用：在针对具有高 LTV 和长期到期的汽车贷款的资本措施颁布之后，银行修改了他们的

贷款实践并纠正了贷款过度即使在措施放松之后，他们仍然继续这样做。 

 

4.3.2潜在的缺点 

部门 CCyB 也可能存在潜在的缺陷。 Meeks（2017）认为，CCyB不容易出现部门 CCyB

会遭受的泄漏，即有针对性的要求可能会驱动的事实，除了那些也支持 CCyB（即潜在

的非银行信贷泄露） 将活动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 事实上，安德森等人（2012）

认为，如果风险权重为资产类别大幅增加，其他市场的投资可能相对更有利可图，促使

银行增加对这些市场的投资或贷款。另一方面，如果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较低，获得新资

本的机会不足，那么低权重资产类别的较高风险权重可能会促使银行参与第 4.1节讨论

的投资组合调整类型 并减少对风险权重较高的细分市场的贷款。 ESRB（2014）将此称

为“意外排挤效应”。 部门资本要求对非目标部门产生不良溢出效应（正面或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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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因此应视为缺点，取决于不同部门的信贷周期状况。... 

所审阅的文献提供了关于部门资本要求对非目标部门潜在溢出效应的稀缺和有些

混杂的证据。 尤其是，Auer 和 Ongena（2016）探讨了瑞士部门 CCyB 的激活是否影响

对企业的贷款，大部分企业贷款不是住房抵押贷款，因此不受较高的资本要求约束。 他

们在 2013 年 2 月激活该措施后的 11 个月之前，使用了 20 家银行报告的公司贷款的面

板数据。银行报告的贷款要么是延长新贷款，要么是他们改变现有贷款的条件（例如到

期日，利率 或评级）。 他们假设住房抵押贷款风险加权资产占资产总额较高份额的银

行受到部门 CCYB 的影响，而不管其资本水平如何。他们发现这些银行更频繁地报告公

司贷款，并提高利率和佣金。 他们将这一发现解释为有针对性的证据宏观审慎政策榨

取一个部门的贷款，导致另一部门的贷款扩张。 相比之下，MartinSchechtman（2014）

关于巴西汽车贷款风险权重增加的结果表明，尽管增加的资本费用显着增加了定向贷款

的利差，但在引入控制后，对非目标贷款的影响变得微不足道。 这表明这一点目标贷

款对非目标贷款成本的溢出效应有限。 Sonoda 和 Sudo（2016）在直接限制部门信贷而

非部门资本要求的背景下警告，不要对有关其他部门和实体经济的贷款额度产生负面影

响。他们发现，通过破坏银行和非金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除了对房地产行业和土地价

格的影响之外，对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日本房地产业的贷款限制以及相关活动

（“数量限制”）的应用，虽然其监管范围为 有限。 

最后，溢出效应不仅可能发生在同一管辖范围内的各个部门之间：例如一般资本要

求 10的变化，部门资本要求的变化也可能导致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贷款重新分配。 事

实上，Buch 和 Goldberg（2017）以及其中国家特定的参考文献报告了在应用部门资本

缓冲后国际和国外政策溢出的证据。 这表明，在评估政策影响时，需要考虑跨境溢出

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在应用部门 CCyB 时是否应该适用于巴塞尔协议三

CCyB的互惠安排。 对等需求可能是国家和行业特定的，因为通过国外分支机构进行的

跨境贷款和借贷可能因司法辖区和行业而不同。 关于基础广泛的资本要求和动态配置

的影响的文献表明，向非金融公司贷款（例如 Aiyar 等（2014），De Marco 和 Wieladek

（2015））和 Jimãnez等（2017））和抵押贷款（如 Uluc和 Wieladek（2017））。 Hills

等（2017）强调了使用部门分解数据分析宏观审慎政策的跨境溢出效应的重要性。 

总之，迄今获得的经验表明，部门资本要求可能会限制目标行业的贷款增长，但有

效的倾斜需要适当的校准和充分的早期激活。 应该根据这些部门或司法管辖区的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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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状况监测和评估对非目标行业或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溢出效应，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

面的。 要考虑应用部门 CCyB时的互惠安排。 

4.4与部门宏观审慎措施相关的部门 CCyB 

4.4.1随时间变化的部门风险权重 

在前面的分段中，我们根据宏观审慎部门资本要求的实施情况讨论了证据，包括部

门 CCyB和部门风险权重。 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两种增加部门资本要求的方式可以被认

为是等价的，因为资本缓冲和风险权重增加缩小了银行实际需求与需求之间的差距资本

比率（例如 Andersen等人（2012））。 如果银行将目标缓冲区维持在监管门槛以上（例

如弗朗西斯和奥斯本（2010）），那么两种资本工具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可能会相似。 事

实上，例如，在 Mendicino 等人（2015）的 DSGE 模型中，较高风险权重对抵押贷款的

影响在性质上类似于较高资本要求。 

然而，这两种仪器的设计和传输机制存在重要差异。 虽然所审查的文献不允许直

接比较部门 CCyB 和随时间变化的风险权重的有效性，但它为这些文书传播机制的差异

提供了许多理论依据。 尤其是，Andersen等人（2012）讨论了银行风险权重变化的影

响，并提出了一些在这方面可能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较高的风险权重可能推高股权比例，

但较高的风险权重不一定会影响 银行计量的资本充足率; 如果内部风险模型被忽略，

银行改善风险管理的动机可能会受到损害; 影响将取决于当局如何增加风险权重或潜

在风险参数。 

第一个问题是由于风险权重的暂时增加会导致银行披露的资本状况恶化。 虽然银

行在风险权重增加后恢复资本比率的努力也会增加系统中的资本缓冲，但这种缓冲在银

行披露的资本比率中不会显现。 这意味着两项文书之间的透明度不同：CCyB部门可以

被认为更加透明，因为它对风险加权资产设定了所有其他资本要求之上的要求。 如果

银行反应激活的话这将导致银行披露资本比率的提高，这反映了银行体系中可用的额外

资本缓冲。因此，市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两种工具，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影

响披露的资本数字。 特别是，风险权重的增加可能被认为是个别银行资本状况的直接

恶化，而部门 CCyB可能被解释为增加部门风险的信号。 从中期来看，如果银行的目标

是维持固定的自愿缓冲高于最低要求，两种手段都将导致资本的增加。 然而，根据部

门 CCyB 计划，市场可能会将披露的资本数字视为临时风险权重计划下的“恢复”资本

比率与“增加”的资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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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两项政策都需要相当的动力不加权杠杆比率。 因此，这两种

金融工具之间的这种差异是否很重要取决于市场能够读懂披露的资本数字以及他们关

注风险基础资本的程度，而非未加权杠杆率。 文献表明市场（也）将不加权杠杆比率

内化，因此，上述传输渠道的差异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例如，Blundell-Wignall 和 Roulet

（2013）在 2004 - 2011 年期间找到了 94 家全球性银行的样本，认为不加权杠杆比率

是其预测因子估计距离为默认值，而巴塞尔第 1 级比例则不是这种情况。 

Demirguc-Kunt 等人（2013年）表明，2005 - 2009 年期间，12个经济体的 381家银行

的银行资本总额在金融危机之前对银行的股票收益无关紧要，但更强劲的资本状况与更

好的股票市场表现相关 危机。 这种杠杆比率的关系比风险资本比率更强。 

尽管有这一发现，但透明度论证似乎要求宏观审慎当局就行业 CCyB 的部门风险权

重增加的临时性质和目的进行更详细的沟通。 在经济低迷时期将发布的用于支持信贷

的临时资本缓冲器的建立本质上嵌入了（部门）反周期缓冲器的设计和名称（BCBS，

2010）。 由于时变风险权重并非如此，为了管理银行和市场的预期，以及确保释放部

门风险权重时释放的资本实际用于支持信贷，宏观审慎当局将需要更多地解释其行为和

政策策略。正如 Born等人（2012），ESRB（2014）和 CGFS（2016）所指出的，宏观审

慎政策沟通既重要又具有挑战性。宏观审慎政策沟通，包括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实现和不

能实现的目标，应该以清晰度，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为指导，以提高其有效性并确保问责

制。 Born等人（2012，2014）使用关于央行金融稳定报告和演讲稿的数据进一步表明，

有关金融稳定的沟通有时可能会提高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危机期间。 这

突出了谨慎选择适合特定市场环境的宏观审慎政策沟通战略的重要性。 

安德森等人（2012）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部门风险权重变化影响银行风险计量和

管理激励的潜力。 尽管 IRB风险权重的风险敏感性受到质疑（例如 Turk-Ariss（2017）

及其中的参考文献），银行也有动机低估其风险（例如 Blum（2008），Mariathasan和

Merrouche（2014），Begley 等（2017）），作为巴塞尔协议 II 资本计算输入的风险

敏感度增加和对银行内部系统的更大依赖的一个动机是促进风险管理实践的采用。 

银行业（BCBS（2006））安德森等人（Andersenetal，2012）认为，如果内部风险

模型被忽略，银行激励改善风险管理可能会（进一步）受损。 当宏观审慎当局施加（临

时）最低限制或固定级别的部门风险权重时，这种效应可能会更强，因为银行将不再能

够通过降低风险来实现较低的资本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银行内部风险权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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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审慎当局规定的（最低）水平，银行实际上可能会增加目标风险的风险水平。 因

此，与行业 CCyB 相比，时变的部门风险权重可能会对银行的风险测量和管理激励产生

更强烈的意想不到的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通过（部门）风险权重而不是（部门）缓冲执行反周期政策的内

在复杂性。 首先，部门风险权重增加的影响取决于当局如何增加风险权重或潜在风险

参数。 Andersen等（2012）提出了三种增加部门风险权重的方法：最低限额，银行估

计风险权重的固定增加值和银行估计风险权重的乘数。 在三种选择下，不同的银行会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尤其是，尽管风险加权平均值会影响风险权重最低的银行，但

风险权重较高的银行受到更大或更大的乘数影响较大。... 作为选择这些选择中适当选

择的一个决定因素，Andersen 等人（2012）提出了宏观审慎权威认为风险权重异质性

反映潜在风险暴露的异质性的程度。 虽然允许采用比部门 CCyB更细化的方法，但这些

考虑使宏观审慎政策制定者选择和校准最合适的工具复杂化。 11此外，在这种情况下，

IRB 银行和采用标准化方法的银行可能会有所不同。 然而，解释为什么整个银行业面

临的全系统风险要求银行部门只采取行动的原因可能颇具挑战性。特别是当宏观审慎政

策针对 IRB 银行的程度比采用标准化方法的银行更大时，可能会对可靠性产生怀疑 IRB

银行的内部模型。上述考虑在部门 CCyB 的应用中缺乏或至少不太明确，这将模糊有关

确定的部门宏观审慎风险的沟通。最后，校准部门风险权重的另一个复杂因素是，通过

改变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来改变风险权重也会影响其他微观层面的影响，和宏观审慎资

本增值，包括宏观审慎资本缓冲。也就是说，与部门 CCyB 的校准相比，部门风险权重

的校准与其他宏观审慎缓冲区的校准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相互作用。例如，通过增加部

门风险权重建立的宏观审慎“缓冲”的释放，将通过其对风险加权资产的影响，也意味

着部分释放其他宏观审慎缓冲。 

总之，虽然时变的部门风险权重可能被用作部门 CCyB 的替代品，并且允许采取更

细化的方法，但文献提供了一些关于部门 CCyB 可能受到青睐的理由。 尤其是，通过风

险权重行事本质上更复杂，透明度更低，并且可能会对银行进行适当的风险测量和管理

的动机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此外，与影响部门风险权重或风险参数的宏观审慎措施

相比，部门 CCyB会对其他微观和宏观审慎要求。 

4.4.2借款人的措施 

上述讨论考虑了（反周期）资本要求对复原力和信贷供给的潜在影响。 但是，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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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审慎手段也可以针对信贷流程的其他部分。 最重要的这类工具将成为以贷款实践为

目标的工具，例如限制 LTV比率，贷款收入（LTI）或债务（服务）与收入（D（S）TI）

的比率。 有一个广泛的文献，审查这种借款人的措施的影响。 资本需求和基于借款人

的措施的（预期）传导机制的差异表明这两种类型的工具可能相互补充（例如 CGFS

（2012））。 更一般地说，古德哈特等人（2013）的模型预测，更成功的政策包合并

了通过相当不同的法则运作通道。 

在评估部门 CCyB 对现有的基于借款人的措施是否有价值的补充时，评估该工具的

主要目标是有益的。 CCyB 部门的一个目标可能是通过提高银行在经济低迷时期抵御信

贷损失的能力来缓解信贷周期的衰退：在不利时期释放缓冲的目的是释放资本，以便让

银行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吸收损失 偿付能力受到质疑并维持流动信贷在经济中的地

位。 借款方措施可能有助于促进银行的复原力通过提高借款人的弹性，从而减少银行

在经济低迷时期的信贷损失。 例如，Crowe 等人（2013）认为，除了提高贷款人的回

收率之外，LTV限额有助于抑制借款方的杠杆积累，从而降低与房价下跌相关的风险。 

同样，D（S）TI限制了借款人抵御收入下降或临时失业的能力。 经验证据确实支持信

贷标准与借款人违约之间的关系（如 Dietsch 和 Welter-Nicol（2014）及其中的参考

文献和 De Backer 等人（2015））。 

但是，如果在财政紧张时期出现亏损，放松借款人限额并不一定有助于支持信贷供

应。 虽然有证据表明放宽基于借款人的措施可平滑经济衰退（例如 Claessens 等（2014）

和 Bierut等（2015）关于放宽波兰 DTI上限的跨国证据），但 Jácome和 Mitra（ 2015）

指出，对于何时，多少以及根据什么信息，各国应该放宽 LTV / D（S）TI 限制知之甚

少。 他们的结论是，这可能会降低在实际信贷下滑情况下使用它们的可行性。 Wong

等（2016）发现，LTV 和 LTI标准的有效性取决于需求或供给因素是否推动信贷增长。 

他们认为，如果信贷周期的逆转主要反映了房地产需求的急剧下降，放松 LTV上限是预

计仅会对信贷增长产生有限的稳定作用。此外，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如果资本要求变得

越来越有约束力，并且在经济下滑时对信贷供应产生阻力，放松借款国的措施将不足以

支持信贷供应。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经济低迷时期释放的部门 CCyB 将是实现平

滑信贷周期低迷目标的必要补充。 事实上，Chen 和 Columba（2016）校准了瑞典的开

放经济 DSGE（1996Q1-2014Q4），该报告比较了不同的宏观审慎手段以减少家庭债务。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更严格的 LTV要求中获得的福利改善来自家庭负债的减少，从



 

 
 41 / 44 

No.201805 

 

而减少了去杠杆化过程以应对不利冲击，而抵押贷款风险权重的增加则改善了福利，因

为更强大的资本缓冲能够更好地保存资金中介功能 压力时期，从而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因此，依靠单一工具来缓解信贷供给下滑的影响可能是不够的，因为不同工具的有效性

取决于经济低迷的特征，例如需求或供给驱动。 

关于循环上升过程中抵御信贷增长的目标，实证研究中有一个共识，基于借款人的

措施，如限制 LTV 和 LTI 比率可以有效抑制抵押贷款市场的信贷增长， 楼价上涨更加

暧昧。 例如，Cerutti 等（2017）发现这些措施显着影响信贷，而不是房价增长，而

Akinci等（2015）发现房屋信贷增长和房价上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影响。事实上，

在一些研究中，基于借款人的措施在抑制信贷增长方面比资本要求更有效。 例如，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在其对以色列的国家评估中发现，诸如 LTV 和 D（S）TI 限额

等直接措施比间接措施（如抵押贷款资本附加费）更为有效。 Claessens et al（2014）

研究了一组大量的单个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数据集，并发现基于借款人的工具对减少资产

增长特别有用，而基于缓冲的政策似乎影响不大 

然而，CGFS（2012）认为，LTV 或 D（S）TI 限制对信贷周期的影响可能会受到以

下事实的调节：（与资本要求相反），这些工具不直接影响借贷成本，而仅是 影响边

际贷款。 如果在引入 LTV 上限后房价继续上涨，最终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受到限制。 事

实上，文献中的证据并不明确，因为其他研究表明资本需求实际上更多比借款方措施更

有效。 例如，Akinci 和 Olmstead-Rumsey（2015）在证明 LTV和 D（S）TI上限最有效

地减少住房信贷增长的同时，发现资本需求实际上是在盯着银行逆风时最有效的工具 

一般信贷增长。因此，拥有更广泛的工具箱并使用该仪器可能是明智的取决于信贷繁荣

的特点，而不是依靠单一工具来最合适。 此外，与其他工具类似，基于借款人的措施

的有效性似乎因国家不同而不同，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例如

Claessens等（2014），Akinci和 Olmstead-Rumsey（2015），Cizel等 al（2016），

Cerutti 等人（2017））。 因此，在采取以借款人为基础的措施不能减缓信贷增长的

情况下，CCyB 部门将成为其他旨在抵御循环的政策的有益补充。 

最后，特别是当宏观审慎决策者的目标是针对部门风险的特定水平的抵御能力以及

一定程度的抵御风险的积累时，将部门 CCyB 和借款国措施结合起来可能是有益的。在

一个简化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基础上，Fahr 和 Fell（2017）提供了一个分配政策工

具的框架目标。如果部门 CCyB 更有效地增加银行的抵御能力和以借款人为基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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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御部门信贷周期方面更加成功，其框架将意味着通过将两种类型的银行业务相结

合，可以更有效地实现这两个目标仪器。他们的分析还表明，强调这两种工具应该在财

务周期中有所不同，基于借款人的工具在周期中较早收紧，并且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很

高时，周期中的 CCyB部门将在后期收紧。 

五、结论 

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巴塞尔协议三框架内 CCyB的设定是否可以有效地延伸到 CCyB

的部门应用。 从文献中获得的见解产生了许多重点突出的信息，可以在辩论中作为充

分的基础论据： 

（i）所审查的文献表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细分部门中的部门风险有可能对

银行稳定性和整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虽然巴塞尔协议三

CCyB和 CCyB 的部门应用在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仍然是一个经验问题，但所审查的文献提

供了理由认为，在存在部门性金融稳定风险的情况下，特别是总体增长率低 前景看来，

CCyB 的应用可能会对关注领域产生更直接的影响，信号更强对巴塞尔协议 III 的 CCyB

影响更大，对经济的影响更小。... 

（ii）CCyB 部门可以针对特定部门的风险增加抵御能力，以便在经济衰退时保持

对这些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信贷供应，并在目标行业中抵御周期。由于 CCyB 部门将改变

不同信用部门的相对资本收费，该工具可能比 CCyB 在抵御部门失衡方面更为成功。文

献表明，CCyB部门有潜力筹集银行的资金，以较低的信贷总成本抵御部门风险。然而，

这些工具通过在经济低迷时期释放缓冲来支持信贷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检验。证

据还表明，部门资本要求可能会限制目标行业的贷款增长，但有效的贷款需要适当的校

准和充分的早期激活。总体而言，部门 CCyB 的适当水平及其在整个信贷周期激活的时

间将取决于目标。 

(iii)一般而言，通过不同渠道运作的宏观审慎工具可能相互补充。 所审查的文献

表明，部门 CCyB 确实可以成为替代部门宏观审慎措施的有益补充，包括基于借款人的

措施，如 LTV，LTI和 D（S）TI限制。 如果部门 CCyB更有效地提高银行的抵御能力并

且借助基于借款的措施在抵御部门信贷周期方面更为成功，那么通过将这两种工具结合

起来，可以更有效地实现这两个目标。 此外，有一些证据表明，部门 CCyB 可能具有重

要的信号传导效应，因此可能作为一个替代借款人的措施。 

（iv）应根据这些部门或司法管辖区的信贷周期状况监测和评估部门 CCyB 激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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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指定部门或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溢出效应（正面或负面）。 所审阅的文献提供了对

非目标部门的这种潜在溢出的稀缺和有点混杂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考虑在

应用部门 CCyB 时对互惠安排的需求。 在应用基础广泛的资本措施之后，对外国银行分

行的泄漏已经发现对非金融公司的贷款和抵押贷款。 

我们还确定了需要填补和追求的文献和未来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差距，以便更好地理

解正在审议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传播： 

(v)宏观审慎决策者应采取全系统的观点，重点关注那些可能对更广泛的金融体系

和实体经济的稳定构成风险的部门。 这需要进一步研究部门信贷周期对系统性风险的

影响。 此外，分析不同信贷周期之间的跨期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因果关系对于进一步

发展政策框架非常重要，该政策框架描述了基础广泛的和可能更有针对性的 CCyB 应用

的相互作用。 这一政策和研究议程可能需要弥补数据缺口，因为部门信贷领域的细分

数据可能无法提供足够长的时间所有国家的时间段。 

 

（vi）迄今为止，关于实际激活巴塞尔协议三 CCyB的影响的实证分析很少。 更一

般而言，关于释放资本要求的影响的论文特别缺乏，这对于评估逆周期缓冲区在经济低

迷时期支持信贷的能力至关重要。 应该仔细监测激活的缓冲液未来释放的影响，以便

获得反循环缓冲液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考虑与其他审慎工具的

交互，例如杠杆率和流动性要求。 

总的来说，文献回顾显示，对于部门宏观审慎工具是合理的需要，部门 CCyB 可能

是对“巴塞尔协议 III”CCyB 和宏观审慎工具包中现有目标文书的有益补充。 然而，

基础广泛的和部门性的反周期资本缓冲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仍未经过检验，需要更多经验

性工作来评估其实现可能归因于它们的不同目标的能力。 此外，CCyB的部门应用带来

了若干运营挑战，例如确定何时启动部门 CCyB 的模式以及与巴塞尔协议 III CCyB以及

其他（目标）文书的互动方式。 这也会给宏观审慎资本缓冲框架增加一层复杂性。 虽

然它们对于 CCyB 部门政策框架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但这些操作问题超出了本文的

范围。 

 

原文链接：https://www.bis.org/bcbs/publ/wp32.htm 

作者单位：巴塞尔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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