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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Davide Porcellachia（2021）探讨了发达经济体的异常低利率现象，发现这种

现象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低利率通过挤压利差损害银行利润，但也会提高银行持有的长

期资产的价值。Porcellachia 使用标准银行模型研究表明，过了某个临界点后，低利率

对银行资本的净影响是负面的。 

► Michaël Dewally 和 Yingying Shao（2012）以美国大型银行控股公司为样本，

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作为不透明度的代表，发现利率和外汇衍生工具的高水平使用与股票

价格运动与市场指数的同步性（𝑅2）增加有关，不透明度的增加与银行未来股价崩盘风

险的增加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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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利率和银行稳定性：临界点的风险 

作者： Davide Porcellachia，丁怡然 编译 

导读：自全球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经历了异常低的利率水平。这引发了学术界

和政策界关于如此低利率对银行业的经济影响的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对银行贷款的

影响上。有证据表明，低利率使银行向风险较高的同行放贷，而低利率可能会减少贷

款总量。 

 

1.银行偿付能力何时受到影响——临界点模型的确定 

本文研究了低利率对银行偿付能力的影响，从而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估计。

研究模型是基于 Allen 和 Gale（1998）开发的一个模型，并显示了临界政策利率水平的

存在，称为临界点。超过临界点后，降息会对银行资本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银

行破产。从模型中，可以了解到哪些银行特征对临界点很重要，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临界

点的变化。使用这些理论研究的结果，可以进一步使用银行数据来量化临界点。 

2.概念框架：作为银行资产的存款特许经营权 

要讨论银行偿付能力，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银行的资产构成。在这方面，该

模型明确指出，不应仅根据会计准则（例如贷款、债券持有等）来考虑银行资产。银行

的存款专营权通常不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资本化，但也是一项相关的银行资产。存款专

营权是银行拥有存款基础的价值，银行以此为基础赚取息差。图 1总结了这一概念框架。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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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框架下，只要银行的资产（包括其存款专营权）足以支付其存款，银行就具有

偿付能力。否则，存款提取会引发危机。考虑到偿付能力的概念，问题就变成了：低政

策利率对银行资产的影响是什么？ 

3.政策利率对银行资产的影响 

政策利率的降低对银行资产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存在重估效应。银行持有的银

行贷款和其他证券通常是长期的。这意味着，当政策利率下降时，这些资产赚取的利率

不会下降。因此，这些资产会升值。这种效应增强了银行的偿付能力。其次，存款专营

权受到侵蚀。随着政策利率下降，银行的息差变得越来越小，因为现金越来越成为存款

人更好的外部选择。这种影响削弱了银行的偿付能力。  

在利率正常值下，重估效应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小幅降息会提高银行的偿付能

力。然而，政策利率下降得越多，对存款特许经营权的不利影响就越大。在临界点，这

两种效应相互抵消。过了临界点，存款特许经营效应占主导地位，政策降息损害了银行

的偿付能力。 

4.量化临界点的关键变量 

只需几个可观察的银行特征，就可以量化模型的临界点。量化存款特许经营权的关

键变量是银行的息差。重估效应的关键变量是银行贷款和银行持有的其他证券的平均到

期时间。2007年 8月，美国这两个变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2.4%和 4.5年。  

图 2绘制了银行持有证券到期时间函数的临界点。银行持有长期证券时对低利率的

适应能力更强。事实上，如果银行只持有银行准备金等隔夜证券，则不会有重估效应，

临界点与银行的息差相对应，更强的重估效应将临界点推低。平均银行资产期限的观察

值意味着 0.55%的政策利率是临界点。 

 

图 2 

这种量化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模型的属性。事实上，今天将 0.55%的政策利率归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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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或美国是错误的。它们的经济基本面与全球危机前的美国经济不同。此外，这些

经济体的银行体系状况自 2007 年以来发生了深刻变化，因为银行已经过渡到了新的经

济环境。 

5.结论 

这项研究表明，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对金融体系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将临界点

作为基于模型的指标提出，该指标总结了有关银行业的信息，并标志着需要关注金融稳

定的政策利率水平。在超过临界点的地区，应该更仔细地权衡货币宽松的好处与金融稳

定的成本。  

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对临界点进行合理量化，欧元区也是如此。就目前而言，该

模型通过设计能够使临界点的量化成为可能。然而，许多重要的银行特征，如资本监管，

在模型中没有涉及。此外，该模型假设收益率曲线平坦，利率动态被过度简化。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low-rates-and-bank-stability-risk-tipping-poin

t 

作者单位：欧洲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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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衍生品、不透明度和崩盘风险：来自美国大型银行的证据 

作者：Michaël Dewally,Yingying Shao，陈智莹 编译 

导读：文章使用美国银行控股公司（BHC）的面板数据对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信

息含义进行了实证检验。将利率衍生品作为对冲工具，因为利率衍生品的使用已成为大

型银行的普遍做法，且利率衍生品的数据更为完整。文章还研究了使用外汇衍生品的影

响，因为许多大型公开交易银行都是跨国银行，在海外开展业务，这使银行的收入极易

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 

 

很少有研究试图将金融创新与不透明度联系起来。Wagner（2007）提出了一个关于

金融衍生品的使用对金融机构不透明度影响的理论模型。Wagner 的模型表明，在存在

逃避纪律的管理激励的情况下，管理者可能倾向于使用金融衍生品，使其活动更难监控，

从而导致不透明度增加。当一家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品作为对冲工具来管理其风险时，银

行的资产变得不那么透明或更加不透明，这会影响股价的波动。 

文章样本包括在 1995 年至 2010 年期间总资产超过 50 亿美元的 98 家上市银行控

股公司。数据来自联邦储备银行的 FRY-9C 报告。美联储要求银行报告其衍生工具头寸

的信息，这些头寸与利率、外汇、股票和商品相关。此外，银行还被要求分别报告其“交

易性合约”和“非交易性合约”的衍生品持有情况。 

首先，利率风险是几乎所有银行都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因此银行的对冲决策

对其业绩具有影响。其次，每一家美国大型银行控股公司都有国际风险敞口，并将同样

依赖外汇衍生品来控制这种风险敞口。再次，与金融衍生品披露要求不那么严格的公司

不同，银行在美国受到高度监管，需要提供有关其在衍生品合同中头寸的详细信息。最

后，由于使用金融衍生品会产生额外的金融成本和知识，大型银行是衍生品的主要用户。 

文章将金融衍生品的使用作为不透明度的代表，与市场中银行特定信息的披露联系

起来，考察了金融衍生品的使用与未来股市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大量的财务研究已经

将信息披露的质量与股价动态联系起来，最近的一些研究将公司的信息不透明度与股票

收益分布联系起来，并提出不透明度与股价崩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普遍的理解是，

透明度较低的银行往往会隐瞒坏消息，投资者往往是“信息羊群”，当累积的负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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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公开时，这种行为可能会引发股价暴跌。文章研究表明，使用利率衍生品较多的银

行更容易出现崩盘风险。银行崩盘风险度量与银行控股公司使用利率衍生品的程度显著

正相关。 

文章将对冲强度（HI）指标定义为特定类型衍生工具的名义金额与银行在每个期末

总资产的比率。然后，文章将银行数据与从 CRSP 收集的其他基于市场的测量数据合并，

遵循了 Morck 等人（2000）的标准，提出如下模型： 

 

 

其中，𝑟𝑖𝑡是第 t 周股票 i 的回报率，𝑟𝑚𝑡是 CRSP 加权市场指数回报率。文章考虑了

非同步交易，包括市场的超前和滞后条件。根据等式（1），𝑅𝑖𝑡
2捕捉到股票与市场的同

步性，相对银行特有的特质风险，将其定义为特质方差与总方差之比，精确为 1−𝑅𝑖𝑡
2。

考虑到𝑅𝑖𝑡
2的有界性，Morck 等人（2000）使用了 1−𝑅𝑖𝑡

2的逻辑变换。 

 

 

因此，变量𝜓𝑚𝑡衡量的是相对于系统风险的银行特定特质风险。高值𝜓𝑚𝑡表示银行特

定信息的披露程度高。不透明程度较高的银行，会向市场提供较少的银行特定信息，从

而影响银行的股票回报率，例如降低𝜓𝑚𝑡。 

文章构建了识别崩盘风险的阈值模型。阈值计算为每周银行特定收益率的平均值减

去 3.09个标准差，表明在正态分布中产生 0.1%的崩盘频率。换言之，在任何给定的一

周内，预计会有 0.1%的样本银行倒闭。然后，如果银行的一个或多个特定收益率低于该

年的平均银行特定收益率 3.09个标准差，则将虚拟变量崩盘定义为 1，否则为 0。由于

直接残差估计值存在高度偏差，每周银行特定收益率的估计值为 1 加上等式（1）中的

残差收益的对数。崩盘风险的这种定义意味着概率为 1−(1 − 0.001)52=0.0507，表明任何

给定年份发生崩盘的可能性约为 5%。 

文章构建了另外两个崩盘风险度量指标。崩盘风险的第一个替代指标是负收益偏态

系数（NCSKEW）。具体来说，一年内给定银行的 NCSKEW 是通过取每年银行特定周回报

的负数，然后除以银行特定周回报的标准差来计算的每周收益率。因此，具有高 NCSKE

W值的银行股票具有高标准化负偏斜趋势，更容易出现大的负回报，即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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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使用的第二个崩盘风险替代指标是收益上下波动比率（DUVOL）。首先将银行

特定周回报低于年平均值的所有周与银行特定周回报高于年平均值的周分开，并分别计

算这些子样本的标准差。然后将 DUVOL估计为下降周的标准偏差与上升周的标准偏差之

比的对数。DUVOL比率高的银行股更容易出现较大的负价格波动，因为负回报的波动性

高于正回报的波动性，这一指标类似于 Campbell 和 Hentschel（1992）提到的反馈效

应。 

文章使用回归分析来检验不透明度和以及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使用以

下回归模型来检验金融衍生品对向市场披露银行特定信息的影响： 

 

在变量中，𝜓𝑖𝑡测量了银行 i在 t年的市场中披露的银行特定信息的程度，如上文所

定义；𝐻𝐼𝑘,𝑖,𝑡是对冲强度，用作不透明度的代理。它分别衡量了银行 i在 t年对各种 k类

衍生品、利率、外汇和股票衍生品的套期保值用途。如果金融衍生品的使用与市场上可

用的银行特定信息较少相关，预计回归系数𝛿1为负数。控制变量包括总资产（SIZE）、

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对总资产的杠杆比率（CAP）、滞后市场账面比率（LMT

B）和缺口比率（GAP），缺口比率衡量 i银行在 t期间面临的利率风险，并计算为 1年

期资产和 1 年期负债之间的绝对值差，除以总资产。文章还包括两个虚拟变量：CRISI

S 和 POST_CRISIS 来表示时间周期，分别表示 2007-2008 年和 2009-2010 年的时间段，

以控制近期流动性危机的影响。 

在研究良好的治理环境是否在减少金融衍生品对银行不透明度的影响方面，文章将

治理变量以及金融衍生品和治理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模型设计如下： 

 

 

𝐺𝑜𝑣𝑖,𝑡−1是银行治理变量的一年滞后指标，包括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绩效敏感性、内部

人所有权、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和大股东持股。作者从委托书中为样本中的银行

收集数据，并将 CEO的薪酬绩效敏感度（PPS）定义为期权奖励价值在总薪酬中的分数。

BSIZE 衡量银行董事会的规模，即董事会的总人数。IND 是董事会独立性的程度，是指

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百分比，预计回归系数𝛿3的全部或部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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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使用以下回归模型来检验银行不透明度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 

 

其 中 𝐶𝑟𝑎𝑠ℎ𝑟𝑖𝑠𝑘𝑖,𝑡

由 CRASH代替，式（6）为具有年份和银行固定效应的 logit回归，当𝐶𝑟𝑎𝑠ℎ𝑟𝑖𝑠𝑘𝑖,𝑡由 NCS

KEW或 DUVOL 代替时，文章使用具有年份和银行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文章还将银行周

收益率（LSIG）的滞后波动性作为额外的控制变量。 

表 1给出了银行股价崩盘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而表 2给出了回归分析中使用的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表 1显示，在样本期内，大型银行控股公司的崩盘相当频繁。表 1

的 A组显示，银行每年至少经历一次崩盘事件的累积无条件概率为 16.6%。面板 B显示

了样本中每家银行的崩盘数量分布。文章发现，一些机构从未经历或只经历过一次崩盘，

而其他机构则经历了多达 5-7次的崩盘。在 C组中，文章观察到，在样本期内，发生至

少一次崩盘的银行比例最大的年份是 2002 年，这一年的特点是股市急剧下跌，利率波

动急剧增加。 

表 1 

表 2显示，银行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不同类型的金融衍生品。文章发现，银行在利率

衍生品方面有大量风险敞口，因为 HI-IR的平均值为 14%，这意味着样本中的平均银行

名义上拥有银行规模 14%的保护。相比之下，外汇衍生品的风险敞口是利率衍生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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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5.5%），而股票衍生品的风险敞口是其他风险敞口的一小部分（0.1%）。因此，作

者期望在利率和外汇衍生品的回归模型中发现比股票衍生品更强的影响。不仅各类衍生

工具的使用存在差异，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也存在广泛的差异。虽然一些银行的名义保

护仅为银行资产规模的 1%，但其他银行的名义保护为银行资产规模的 20%。 

表 2 

平均崩盘率为 0.169。PPS 平均值为 0.457，表明这一时期的银行首席执行官以期

权奖励的形式获得了平均一半的年度薪酬，其中四分之一的首席执行官以期权激励的形

式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薪酬。这些银行的董事会规模往往较大，而其他公司的董事会规

模往往较小，平均约为 12名董事。董事会高度独立，80%的董事会席位由外部董事持有。 

在表 2 的 B 组中，文章展示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HI 通常与𝜓负相关，与 C

RASH、NCSKEW 和 DUVOL 正相关。 

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利率和外汇衍生品的使用显著提高了银行的不透明度，这表

明银行特定信息对市场的披露较少。文章还发现，优越的公司治理削弱了这些影响。最

后，文章发现利率衍生品使用的增加与银行的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这与之前

文献记录的不透明度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观点一致。这些结果要

求对金融创新持谨慎态度，因为金融创新不仅增加了复杂性，具有隐藏信息的强烈动机，

因此，旨在有益于金融系统的创新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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