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主办 2021 年 5 月 国际研究镜鉴 No.202110

本期提示

►资本雄厚的银行使金融体系对诸如 COVID-19 危机之类的事件更具弹性。本文研

究了最理想的银行持有资本量，同时考虑了借款人违约导致的银行危机风险。研究发现，

大约 15％的资本要求可在降低银行危机发生频率与保持正常经营情况下的信贷可用性

之间达到最佳平衡。

►研究表明，非金融借贷的快速增长可能预示着金融危机的到来，所以应将债务

增长的速度置于宏观审慎政策部署框架的中心。本文重新考虑了资产价格和经常账户赤

字作为金融危机主要指标的作用。在标准的危机预测模型中，股票和房价的上涨以及经

常账户赤字的扩大对金融危机概率的影响要比债务增长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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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应持有多少资本

作者：Caterina Mendicino，Kalin Nikolov，Juan Rubio-Ramirez，Javier Suarez，Dominik

Supera，谢梦岚编译

导读：银行危机如何发生？银行资本要求和其他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帮助减少此类危

机的发生频率和严重性？自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领域在将银行

业和金融摩擦纳入标准分析框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有助于为该问题提供新的定

量见解。然而，在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里，银行资本金要求的最佳水平仍然是一个悬而

未决的问题。

为了评估最佳的资本需求水平，量化其收益和成本至关重要。较高的资本要求降低

了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而代价是在正常情况下限制了银行信贷的供应。为了评估这种权

衡，本文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很好地捕捉经济状况。当前尚未解决的一个挑战是如何

正确量化借方违约导致银行破产的渠道。Mendicino 等人建立了银行违约风险的结构性

一般均衡模型，并进行了定量研究，探讨了借款人违约在产生严重的银行倒闭事件中的

作用。研究发现，低估借款人违约对银行偿付能力的影响会降低银行资本要求的最佳水

平。

1.机制

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中，银行的偿付能力问题源于借款人的高违约率。由于存在违约

的可能性，贷款资产的价值具有重大的下行风险，因此银行贷款的收益是不对称的，本

文在定量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进行了分析，银行贷款收益不对称是本文机制的核心。

图 1显示了这种机制如何在持有贷款组合的银行的简单模型中发挥作用。左面板显

示了贷款组合的收益与借款公司平均生产率的关系。当借款人的生产率很高时，投资组

合的收益对其不敏感，但是随着生产率的下降，借款人的收益率会急剧下降。图 1的右

面板显示了银行贷款收益率的分布。它们向左偏斜很大，这意味着最可能的结果是大多

数借款人全额还款，但是由于具有较高的违约率，分布的左尾巴很长。银行贷款投资组

合收益分配中的这种左偏是由于银行贷款（或更普遍地说是债务合同）的非线性收益而



4 / 15

No.202110

内生地产生的。

图中显示的不对称性在本文的模型中是内生的，这意味着银行资产负债表对经济衰

退的敏感性要比对经济繁荣的敏感性更高。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都是非常稳定

和安全的，但是足够严重的衰退可能会使银行破产。认清这一事实，本文的模型就可以

与正常情况下的经济行为相匹配，同时产生罕见但严重的“双违约”危机——银行偿付

能力问题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偿付能力对其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更

加敏感，银行违约的可能性也与 GDP 增长高度相关。

图 1

估计企业和银行违约风险与 GDP 增长之间非线性关系的一种方法是分位数回归。分

位数回归并没有像普通的最小二乘回归那样关注平均协同运动，而是允许在违约分布和

经济活动的不同点建立不同的关系，它们是描述数据之间非线性的经济关系的好方法。

图 2左侧面板中的结果表明，当银行更加脆弱且违约概率已经提高时，公司违约对

银行违约的影响更大。黑线表明该模型非常紧密地复制了这种非线性关系。此外，图 2

的右侧面板显示，在 GDP 增长处于较低分位数（即处于衰退中）时，GDP 增长与银行违

约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由于银行资产收益的非线性结构，本文的模型可以很好

地模拟这些非线性，这也决定了该模型再现企业和银行违约事件的频率和严重性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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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最佳资本要求的含义

建立了由借款人违约驱动的银行危机模型之后，本文将其用于分析银行资本需求的

最佳水平，即在不增加过多成本的情况下保持银行系统安全的资金水平。研究发现，在

这个最佳资金水平上，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为银行业对经济冲击的抵抗力

更强。但是，较高的资本要求在正常情况下也会带来成本，因为它们会提高贷款利率并

降低投资和产出。

图 3中的黑色实线显示了社会福利如何随银行资本要求的变化而变化。较高的资本

要求会在减少双重违约危机的可能性与维持正常时期的银行信贷供应之间进行权衡。根

据本文的模型，大约 15％的资本要求是最理想的。与 8％（金融危机前）的资本要求相

比，此时的福利水平更高，因为减少银行违约概率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更高融资成本所

造成的损失。但是，一旦资本要求超过 15％，企业借贷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将占主导

地位，同时福利水平降低。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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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是，银行危机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是最佳资本需求水平的关键决定因

素，但与此同时这一因素却会使最优资本水平向下偏离。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构建了

原模型的变体，新模型模仿了常用的默顿型方法来处理银行违约风险。由于新模型未捕

获银行资产收益的非线性，因此在数据中观察到了双违约危机的发生频率和严重性。

图 3中的蓝色虚线报告了新模型下资本要求对福利的影响。两种模型中银行违约的

事前概率都被校准为相同，但事实证明，在新模型中，最优资本要求要低大约 5个百分

点。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模型中，银行破产是由借款人的违约行为驱动的。这意味着银行

无力偿债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并使得经济活动严重萎缩。相比之下，默顿型方法低估了与

银行违约相关的成本，因此，降低了较高资本要求所产生的净收益。

3.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重点关注了由借款人违约造成的银行危机。银行借款人持续遭受的严重损失，

如果导致公司违约，可能会蔓延到银行，并导致银行业严重疲软。本文的结果强调了银

行资本监管如何在减轻银行违约风险中发挥关键作用。自 2010 年以来，为提高银行资

本比率所做的努力加强了银行业和整个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本文的结果还表明，资本

比率高于社会最优水平时所产生的福利损失要小于资本比率低于最优水平时所产生的

损失。这是由于银行危机的成本很高，而资本缓冲有助于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在

COVID-19 危机缓解后，重建银行资本缓冲非常重要，可以保护银行业和经济免受未来

不利经济冲击的影响。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how-much-capital-should-banks-hold

作者单位：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研究部、欧洲央行金融研究部、西班牙货币与金融研究

中心、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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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条件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作者：Michael T.Kiley，丁怡然编译

导读：本文重新分析了资产价格和经常账户赤字作为金融危机主要指标的作用。在

标准的危机预测模型中，股票和房价的上涨以及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对金融危机概率的

影响要比债务增长大得多。

1.引言

研究表明，信贷增长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因此应该成为政策制定

者的主要关注点。自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部署的监管框架强调，信贷是监测风险

累积的一个关键指标。政策制定者将信贷增长置于宏观审慎政策部署框架的中心，以限

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后果。但是，本文研究发现，信贷增长对金融危机的概率有只有微

小的影响。因此，如果债务增长不会对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么影响信

贷增长的政策措施也不会对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本文研究表明，股票价格、房价和经常账户赤字等因素对金融危机的概率具有显著

影响。除了房价和股票价格，文章还重新考虑了经常账户失衡的作用。一些危机预测模

型发现，经常账户赤字是预测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的主要指标。为了考虑稳健性，本文

还考虑了其他指标，如生产增长率、收入不平等以及相对于收入的信贷水平。加入这些

指标进行分析后，原实证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2.信贷增长是金融危机的有力预测指标吗？

本文的数据集包括了 17 个国家经历的 84 场金融危机，其中 60 场发生在 1946 年之

前，24 场发生在 1946 年之后。研究的基本模型紧密借鉴了 Schularick 和 Taylor 的方

法。实证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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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增长变量在每个样本期都有一个显著为正的系数。然而，即使模型中变量对危

机概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以 AUROC 为代表的统计值也可能是显著的。在目前的背景下，

表 1中的模型估计表明，信贷增长变量对危机概率的影响很小。图 1显示了从 1973 年

以来美国金融危机的预测概率，该预测概率是根据战后样本的模型估算的。显而易见的

是，信贷波动对美国在此期间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有着微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信

贷增长显然不是预测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变量。

图 1

3.资产价格和经常账户

3.1 资产价格对金融危机的预测

本文将房价和股票价格的增长率加入模型进行回归。表 2显示了 1947-2012 年样本

期的回归结果。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房价和股价的系数具有显著性，而信贷增长

的系数不显著。第二，这两种资产价格的系数大约是信贷增长的三倍。第三，对于第二

个回归，预测方程的拟合程度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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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2 经常账户对金融危机的预测

表 2第 3列是加入经常账户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常账户赤字有一个相当大

显著的负系数，这意味着赤字增加了未来危机的可能性，而经常账户盈余的系数并不显

著。换句话说，统计证据表明，经常账户赤字会显著提升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但经常

账户盈余并不会显著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3.3 影响程度和交互项的影响

资产价格变动和经常账户赤字的系数比信贷的系数大得多，在这个样本中，资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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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经常账户赤字是比信贷更重要的预测因素。为了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图 1体现了

表 2第 4列的回归结果。房价、股票价格和经常账户赤字的边际效应约为 0.02，这意

味着这些变量变化 1个标准差会使危机发生的概率改变 2%。

这些效应意味着，资产价格和经常账户赤字回归显示，危机发生的概率存在相当大

的时间差异。图 2、图 3展示了模型方程的预测概率。实心黑线是仅使用信贷变量的预

测概率，红色虚线是使用信贷、资产价格和经常账户赤字变量的预测概率，显然后者对

各国危机的预测能力更强。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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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最后，表 2第 6列考虑了资产价格和信贷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项不影响其他

系数的显著性或方程的拟合度，信贷和资产价格增长的交互项具有负系数，在 5%或更

高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总的来说，一旦考虑到资产价格的变化，观察资产价格和信贷

变化的相互作用在预测危机时没有明显的作用这似乎与 Jordà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同，但

他们的分析考虑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和急剧下降，而这一分析只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在

预测未来时，事先并不知道资产价格上涨之后是否会出现崩盘，这表明需要对交互项和

结构模型进行分析，以更好地分析风险因素之间相互作用。

4.稳健性检验和其他指标

首先是样本期的选择，表 3考虑了第 1列到第 4列中的其他采样周期，经常账户赤

字的系数在所有样本期中都很大。而其他因素，在整个 1875 年至 2012 年期间，系数均

不显著。这可能反映了这些时期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例如，相对于一个世纪前的经济规

模，资产市场和信贷余额要小得多；此外，从 1946 年到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期

间没有发生危机，这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可能是影响债务、资产价格、经常账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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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之间关系的一个因素。最后，在 1973 年后的时期，经常账户赤字和资产价格

的系数有相似的而显著性水平。

表 3

至此讨论的所有结果都是“样本内”的结果。预测变量提供样本外的预测能力也很

重要。有些读者可能认为样本外结果对政策更有价值，因为未来总是样本外的。表 3第

4 列剔除了 2006 年以后的观察结果。和之前的结果一样，信贷变量并不重要，最重要

的回归因素是经常账户赤字。图 4显示了美国、英国、意大利、挪威、日本和西班牙的

危机预测概率（包括样本外预测）。结果表明，包含信贷、房价、股票价格和经常账户

赤字的模型显示出预测概率的更显著。总的来说，基准模型的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健

性，信贷之外的变量更有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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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次稳健性检查考虑了其他风险因素。一些研究表明，不平等的加剧通过债务积

累等渠道助长了危机发生的概率。表 3 的第 5 列至第 8 列加入了收入最高的 1%人群的

收入份额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对数差异。如第 5列所示，不平等和生产率指标在仅使用

信用变量的预测模型中非常重要，在控制了经常账户赤字和资产价格后，它们在 5%的

水平上也很重要。然而，近几十年来，全球不平等现象呈上升趋势，数据中的许多金融

危机发生在 2007 年左右。同样，在样本中，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在过去十年中有

所放缓。这些特征表明，可能存在随时间序列变化的影响因素。加上时间趋势（第 7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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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 8 列），不平等变量仍然微不显著，生产率增长也不显著。这表明之前的研究结果

在考虑了不平等因素和时间序列变化后仍是稳健的。

5.结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房价、股票价格和经常账户赤字在计量模型中具有预测金融危机

发生的能力。相比之下，信贷变量的预测能力较弱，这一发现不同于之前关注信贷增长

量的传统研究。这种矛盾不应意味着非金融借贷不重要。相反，本文的分析强调了在评

估金融危机之前的宏观经济条件时，应仔细考虑预测模型的属性、变量的影响程度，并

建议从几个维度进行进一步分析。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imonfin.2020.102316Get rights and content

作者单位：美国华盛顿州联邦储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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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设立的院级非实体性

研究单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作为主管单位，专门从事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领域的重要

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

地址：中国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7 号

邮编：100710

网址：http://www.flr-cass.org

电话： +（8610）65265190

E-mail: flr-cass@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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