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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研究中心每年公开向社会招标省级重大、重点科学研究项目，并结集出版

《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重点课题研究报告》，组织研究人员编纂

《湖北金融发展报告》、《中国金融前沿问题》；邀请金融界、学术界的专家学

者举办一年一度的地方金融发展论坛，经常性地举办专题学术报告；出版了不定

期的学术期刊《经济金融论坛》。

研究中心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跟踪国内外学科发展前沿与

形成自身特色相结合的科学研究理念，紧紧围绕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与金

融安全主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一批研究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目前已出版

了《资本流入与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研究》、《21世

纪区域金融安全问题研究》等学术专著20余部，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家

自科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和湖北省政府重大招标课题30多项。在

《经济研究》、《金融经济》、《保险研究》、《投资研究》等国内著名学术期

刊上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其中，30多篇论文分别被新华文摘、中国人

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权威刊物转载。获得省部级以上

科研成果奖励20多项。

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建设成为全省乃至于

在全国有影响的金融学术研究中心、产学研培训中心、地方金融决策服务中心和

信息咨询中心，在全国金融学科具有明显的科研优势和学术影响，并为湖北省的

金融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学术上的支持。

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的前身是1985年成立的武汉金融高等专科

学校金融研究所。湖北经济学院成立后，更名为湖北经济学院金融改革与发展研

究所，2003年10月改为现名。研究中心由湖北经济学院建设，以湖北经济学院金

融学院为依托,开放式运作，集中研究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领域的重大理论

与现实问题，为湖北金融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研究中心包括农村金融、互联网

金融、区域金融、金融监管与金融安全四个研究所。

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杨桥湖大道8号
      湖北经济学院明辨楼

电话：(027)81973783

传真：(027)81973783

邮编：430205

E-mail：jrzx@hbue.edu.cn

http://jryjzx.hbue.edu.cn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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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能够有效防范金融风

险吗？*——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再检验

内容摘要：本文立足于对我国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防风险效果进行有效评估，基于 69 家商业银

行 2008—2017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个体风险

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功能存在冲突，更高

资本充足率要求能够抑制银行个体风险，但同时又会诱发更大系统性风险暴露和系统性风险溢出。

传导渠道检验显示，风险承担渠道和杠杆率渠道都是诱发更大系统性风险的成因，其中，风险承担

渠道是导致资本充足率要求宏观审慎功能失效的根源。强制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可能诱发银行“以

邻为壑”的风险转移行为，导致个体风险向整个系统外溢。本文研究为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政策效果

评估提供了新的证据，对于改进资本充足率监管实践，提高资本监管宏观审慎有效性，也具有重要

政策启示。

关键词：资本充足率要求；风险承担；系统性风险；风险转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掀起了一股加强金融监管的浪潮。从各国实践来看，虽然效果

广受争议，但提高现有资本充足率要求仍是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中最重要环节。与巴塞尔协议

II 相比，巴塞尔协议 III 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

准由 4%提高至 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由 2%提高至 4.5%；除此以外，商业银行

还需要设立不低于 2.5%的缓冲资本。而且，各国普遍制定了高于巴塞尔协议 III 的监管标准，

实际上执行了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顺应全球资本监管新动向，我国于 2013 年开始正式实施

被称为“中国版 Basel III”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后文统称《新办法》），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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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对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为 11.5%，非系统重

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为 10.5%。面对全球金融监管中资本充足率要求不断攀升的趋势，

一个重要疑虑在于，制定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就能有效防范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吗？

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效果一直是学术界关注重点问题，学者们对相关议题已

进行了有益探讨，但仍存在以下值得改进的方面。第一，未能准确识别资本充足率要求与银行

风险之间因果关系制约了现有相关研究的可信度。已有文献通过分析资本约束下银行资本变动

对风险的影响，来间接反映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政策效果（钟永红和张卫国，2018；代军勋和陶

春喜，2016；杨新兰，2015；吴玮，2011）。这种处理方法假定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动完全是监

管要求作用的结果，不仅没有考虑源于自身经营调整的需要，还可能存在银行资本充足率与银

行风险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第二，金融风险局限于银行个体风险维度而忽视对系统性风险防范

效果的研究。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展示了金融风险的“合成谬误”问题：隐含巨大系统

性风险的雷曼兄弟在破产前夕具有高达 11%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这对金融风险内部具有正向传

递效应的说法提出质疑。部分经验证据更是发现，潜在的传递效应更可能是个体风险向系统性

风险的转移（田娇和王擎，2015；Strobl，2016；Tchikand，2016；Jordà et al.,2017），导致银行

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呈现“跷跷板”特征。

我国管理层多次强调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无疑对防范和化解

金融风险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办法》制定的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防范金融风险效果如何？

是否能够同时抑制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亦或是只对某种金融风险具有效果？本文研究

将对以上问题提供经验证据，从而为提高资本监管有效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政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资本充足率要求与银行个体风险

相比资本充足率监管实践在各国得到广泛推行和蓬勃发展，对其风险防范效果的讨论仍未

能达成定论。支持实施资本充足率要求的一个原因在于，它能有效缓解银行道德风险问题。银

行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股东承担损失份额就会越高，因而会强化银行股东“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行为，激励他们约束银行过度风险投资动机（Furlong and Keeley，1989；Repullo，2004）。

此外，还有学者从风险偏好视角论证了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有效性。较低资本比率可能诱发银行

“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可以改变银行过度风险偏好（Allen et al.，2011；

Mehran & Thakor，2011）。

也有学者认为，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实际上会增大银行个体风险。其中，预期收入假说理

论认为实施资本充足率要求相当于对银行施加额外成本，造成银行期望收益下降，具有既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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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收益的银行势必通过增大投资风险来弥补监管成本的影响（Kim & Santomero，1988；Altunbas

et al.，2007）。Calem & Rob（1999）从理论上论证了资本充足率对银行风险影响的U型特征。

他们指出，在初始资本水平较低的条件下，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个体风险具有抑制效果，如

果资本充足率已经非常高，银行则希望增大风险收益以弥补额外资本增加带来的成本。在实证

研究方面，学者们发现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个体风险起到促进作用往往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和情景的，包括银行采取监管套利策略（Boyson et al.，2016）和处于金融危机期间（Kochubey &

Kowalczyk，2014）。

（二）资本充足率要求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与个体层面的风险相比，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则更具复杂性和多样性，

相关研究多以理论分析为主。Gauthier et al.（2012）提出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要求概念，即根

据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来设定差异化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系统性风险越高的银行需要执行更高

资本充足率要求，这正是巴塞尔 III 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施加额外资本充足率要求的理论依据。实

际上，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要求这一概念本身就假定银行个体稳健会自动实现全局稳定，并未

深入讨论银行对监管的策略性应对。

为更准确反映资本充足率要求影响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响应机制，适用于刻画银行间风险

关联和传染特征的网络分析法逐渐成为研究相关问题的主流方法。Bramer et al.（2014）构建银

行同业网络的模拟结果表明，以一级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也会降低银行之间的同业传染风

险，有助于缓释潜在系统性风险。然而，也有学者对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宏观审慎有效性提出质

疑，代表性文献包括Acharya（2009）、Zhou（2013）和 Horváth & Wagner（2017）。其中，Acharya

（2009）强调道德风险会促使银行在面临较高资本充足率要求时会借助银行网络实施策略性的

风险转移。Zhou（2013）、Horváth & Wagner（2017）则认为银行风险管理行为局限于个体层面

才是诱发系统性风险主要原因，他们均发现资本充足率要求会提高银行业务同质化程度，导致

银行网络在共同冲击下会更具脆弱性。

此外，少数文献从实证分析视角探讨了资本充足率要求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

Laeven et al.（2016）使用 CoVaR 和 SRISK 等市场法指标衡量银行系统性风险，其结论支持资本

充足率要求的宏观审慎有效性。Anginer & Demirguc-Kunt（2014）则讨论了资本充足率的结构

特征，他们发现，以一级资本和有形股本为分子的高质量资本充足率能有效降低银行系统性风

险，但二级资本为分子的低质量资本充足率反而会损害银行系统稳健性。

（三）文献评述

考虑到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相关性和传递性，相关理论研究已越来越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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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纳入统一框架之中进行分析。但已有实证文献中仍是将两种风险

单独进行讨论，由此得到结果就可能存在片面性。而且，无论考查的风险维度是个体风险还是

系统性风险，在实证研究中均面临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制约了现有

研究的可信度。本文边际贡献在于：一是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模型估计，从而更准确识别资本

充足率要求与银行风险之间因果关系；二是巧妙地通过内部传递效应将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性

风险联系起来，从而探讨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风险防范效果能否实现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的相容。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银行个体风险

剔除需要使用市场信息的预期违约率、股价波动率和在险价值VaR等，常用银行个体风险

测度指标还包括 Z-score、资产收益波动率（sd）和风险加权资产比率（rwa）。一般而言，风

险加权资产比率反映银行持有单位资产的平均风险权重，该指标是对银行个体风险更直接和前

瞻性的测度。Z-score、资产收益波动率均反映风险承担行为的事后结果，属于间接测度指标，

对银行个体风险的评估有一定滞后性。因此，最终选用风险加权资产比率作为银行个体风险承

担代理变量。

2.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研究样本中涵盖大量非上市银行，使用市场法指标（CoVaR、MES 和 SRISKS）会存在

样本量过少的问题。因此，本文选用网络分析法来构建系统性风险度量指标，该类方法主要基

于银行同业交易数据来评估系统性风险，无需引入市场信息，对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均可适

用。运用网络分析法测度系统性风险的第一步是估计银行网络，本文使用假定银行之间相互连

通且同业业务充分分散化的最大熵方法①来刻画我国银行网络结构。

对于具有N家银行的金融体系，其形成的银行网络结构可以用N×N阶的矩阵 X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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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现实中，成本约束使得银行并不会与所有其他银行都产生直接关联（Mistrulli，2011），这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

最大熵方法中完全网络结构的假定，但在无法获悉银行间双边同业敞口信息的条件下，依据个体同业业务总量数据

和最大熵原理近似反映银行网络特征，仍是目前文献的普遍做法（Upper & Worms，2004；范小云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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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矩阵元素Xij 表示银行 i 对银行 j 的同业资产头寸，在只能获得同业资产 ai 和同业负

债 lj 的情况下，最大化网络矩阵X信息熵的解为 Xij=ai×lj，但由此得到的网络矩阵 X并不能

排除银行与自身产生同业往来的可能性（Xij=0）。为更符合银行网络实际情况，将矩阵X对角

线上元素替换为 0，得到一个新矩阵 X0。此时 X0 还不是最终结果，因为 X0 不满足加总约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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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所以还需要另外一个矩阵X*，使得X*满足加总约束和对角元素为 0约束，

且与X0距离最小，具体求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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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本质上是使得X*和 X交叉熵最小化，运用RAS算法即可有效求解最终的银行网络

矩阵X*。在实际应用中，本文设定银行同业资产包括存放同业、拆出资金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银行同业负债包括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②。

再借鉴 Liedorp et al.（2010）、廉永辉（2016）的思路，在考虑网络风险传染方向基础上分

别构建银行系统性风险暴露和系统性风险溢出的测度指标。银行系统性风险暴露反映的是债权

银行在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后，其同业资产受到其债务银行的风险传染。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反

映的是债务银行陷入困境后，对其债权银行同业资产的风险传染。

具体来看，设定整个银行体系出现危机，银行 i 通过网络 X受到其债务银行 j 传染损失为

Xij,t×tiat，结合银行 j 破产风险 failurej,t 即可得到银行 i 在网络遭受的期望风险损失 failurej,t×

Xij,t×tiat，对应系统性风险暴露指标为：





N

ijj
tijtj,tti Xfailuretiarisksys

,1
,,1 （3）

再设定银行 i破产，其债权银行 j 通过网络矩阵债权X*遭受风险传染损失为Xji,t×tilt，结

合银行 i 破产风险 failurei,t 即可得到银行 i 通过网络传递的期望风险损失 failurei,t×Xji,t×tilt，

对应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指标为：





N

ijj
tjiti,tti Xfailuretilrisksys

,1
,,2 （4）

其中，tiat 表示 t 时期所有银行同业资产之和，tilt 表示 t 时期所有银行同业负债之和。银行

②
实际上，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应收账款等科目也包含部分同业资产业务，由

于规模不大且极少银行详细披露分类数据，因而本文并没有将其纳入同业资产口径中。类似的还有应付债券等负债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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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风险 faikurei,t 使用风险指标 zscore 的倒数来表示。

3.控制变量

本文还选取了以下可能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和个体风险的微观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主

要包括：（1）银行规模 size，用银行总资产规模的自然能对数值来表示；（2）贷款对总资产

比率 loanr；（3）存款对总资产比率 depr；（4）资产收益率 roaa；（5）非利息收入占比 nim，

用非利息收入与营业收入之比表示；（6）成本收入比 cost，用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之比表示；

（7）拨备覆盖率 cov。在宏观经济层面，本文主要控制了实际经济增长率 gdp、广义货币供应

增长率m2 和 CPI 增长率 cpi，宏观控制变量均为年度同比增长率。

（二）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来自中国 69家商业银行 2008-2017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包括 5家大型

国有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44家城市商业银行和 8家农村商业银行，银行个体特征数

据来自 Bankscope 数据库、Wind 数据库和国泰君安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手动收集银行年

报来补齐。宏观经济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根据银监会信息披露，我国商业银行 2017

年末的资产规模为190.4万亿元，样本银行资产规模为166.1亿万元，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87.2%，

说明本文样本能较好地代表我国银行业的整体情况。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ysrisk1 660 0.031 0.060 0.000 0.467

sysrisk2 660 0.047 0.084 0.000 0.418

tocapr 660 0.130 0.032 0.032 0.596

tier1r 659 0.108 0.035 0.032 0.586

rwa 659 0.602 0.109 0.057 0.947

size 660 12.712 1.625 9.126 17.077

cost 659 0.544 0.152 -0.006 1.110

nim 660 0.180 0.129 -0.053 0.846

cov 653 2.715 1.664 0.025 18.610

roaa 660 0.010 0.004 0.000 0.030

loanr 660 0.437 0.098 0.018 0.877

depr 660 0.685 0.123 0.176 1.141

gdp 660 0.082 0.013 0.067 0.106

m2 660 0.150 0.053 0.082 0.285

cpi 660 0.025 0.017 -0.007 0.059

注：除了银行规模 size（取自然对数）原始单位为百万元以外，其余变量均为无单位比值数据。

（三）双重差分模型设定

《新办法》实施具有相对外生性，可以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但该政策制定的更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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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充足率要求是施加于所有银行的，如何在这种条件下构建处理组和对照组是应用双重差分法

的难点问题。实际上，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政策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惩罚未达标银行，还表现为通

过监管压力影响那些资本缓冲较少的银行（Mora 和 Logan，2012；许坤和苏扬，2016）。资本

充足率水平较高的银行具有充裕资本缓冲，即便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其所临监管压力仍是微

乎其微。因此，本文判断，《新办法》提出的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只会显著影响资本充足率较

低、监管压力较大的银行，而对资本缓冲充裕的银行则没有显著作用。

本文创新性地依据银行面临监管压力来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银行承受监管压力衡量指标

定义为 str=capr-mincapr，其中，capr 为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总资本充足率或核心资本充足率），

mincapr 为最低监管要求，该指标为反向衡量指标，值越大表明承受监管压力越小。考虑到《新

办法》正式实施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1日（2012 年期末），本文选择银行在 2011—2012 年资本

充足率平均值 capm作为判断分组变量的标准。在 2012 年期末，若满足 caprm-mincapr>σ，该

银行为对照组，设定分组变量 treat=0；若满足 caprm-mincapr≤σ，该银行为处理组。本文还对

处理组的分组变量需进一步细分。若满足 0≤caprm-mincapr<σ，表明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与最

低监管要求的距离已落入 1倍标准差以内，此时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引起的预警压力非常显著

但还未提升至实质性的惩罚压力③，设定分组变量 treat=0.5；若 caprm-mincapr<0，此时银行会

面临资本不达标的惩罚压力，设定分组变量 treat=1。基于以上设定，本文实证基准模型为：

1-,1-,21-,1i32,1, macmicpolicyy titititittiti treatpost   （5）

其中，被解释变量 yi,t 包括两个层次风险指标，包括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treati 是

分组变量。postt 是政策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如果年份为 2012 年及以后，则 postt=1，否则为 0。

mici,t-1 和 maci,t-1 分别为银行个体特征和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考虑到银行个体特征和银行风

险之间潜在内生性问题，个体微观变量均采用一阶滞后项。μi 和ηt 分别控制银行个体的固定

效应和时间效应，以减小遗漏变量影响。εi,t 为模型残差项。为降低模型估计中自相关与异方

差偏误，回归系数标准误均在银行个体层面进行了 cluster 处理。本文构建的双重差分方法能够

满足随机性要求和平行趋势假设，符合双重差分方法应用的基本前提④。

四、实证结果

（一）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政策作用渠道

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引导银行调整自身资

本充足率来间接实现的。监管部门提高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的初步目标是促使银行提升自身资

③
根据Mora和 Logan（2012），银行面临监管压力既可以是惩罚压力（银行资本充足率小于最低要求，监管压力指

标值为正数），也可以是预警压力（银行资本充足率大于最低要求，监管压力指标值为负数）。
④
文章篇幅有限，随机性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未予以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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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充足率水平，其调整过程伴随着风险承担水平和杠杆率的改变。以总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

tocapr=CAP/rwa 为例，银行主要通过变动总资本净额 CAP 和风险加权资产 rwa 来调整资本充足

率，现将资本净额CAP 和风险加权资产 rwa 同时除以总资产规模 toasset，总资本充足率表达式

改为 tocapr= (CAP/toasset)/(rwa/toasset)=tocap/rwa，分子项资本净额占总资产比率 tocap 反映银行

杠杆率水平，分母项风险加权资产比率 rwa 衡量银行个体风险承担水平。因此，本文将银行资

本充足率调整分解为风险承担调整渠道和杠杆率调整渠道。其中，风险承担渠道本身就涵盖了

银行个体层面风险的变动，对该渠道的检验可直接获悉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个体风险的作用

效果。再结合杠杆率渠道则可进一步研究两种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果及其结构特征。

接下来，本文将模型（5）中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银行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比率、风险加

权资产比率，分析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是否能引起银行显著的资本充足率调整行为。

首先检验银行总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对政策的反应，估计结果见表 3。无论采用

何种形式的回归模型，双重差分变量 did 至少在 5%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表明更高资本充足率要

求对银行约束是非常有效的。表 4进一步报告银行通过何种渠道实现资本充足率调整。列（1）

—列（3）中双重差分变量 did 对风险加权资产比率 rwa 的影响系数均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风险承担渠道是存在的，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能够减少银行高风险

投资行为，抑制银行个体风险。杠杆率渠道的检验结果存在结构差异，双重差分变量 did 在列

（4）—列（6）中均不显著，而在列（7）—列（9）中显著为正，说明只存在核心资本净额比

率 tier1 代表的杠杆率渠道，而总资本净额比率 tocap 代表的杠杆率渠道是不显著的。总结表 4

的结果可知，风险承担渠道的成立证明我国资本充足率要求有助于银行积极降低个体风险承担

水平，进而验证了其微观审慎的有效性。

表 3 更高资本要求与资本充足率

(1) (2) (3) (4) (5) (6)

tocapr tocapr tocapr tier1r tier1r tier1r

did 0.025*** 0.025*** 0.008** 0.034*** 0.033*** 0.015***

(3.13) (3.16) (2.22) (3.84) (3.87) (3.95)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No Yes Yes No Yes Yes

控制变量 No No Yes No No Yes

N 660 660 582 659 659 581

Adj.R2 0.03 0.04 0.41 0.05 0.06 0.50

注：括号内为参数的 t 统计量，且在银行个体层面进行了 cluster 处理，***、**和*分别参数代表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后文所有实证表格中均采用同样设定，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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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更高资本要求的风险承担渠和杠杆率渠道检验

(1) (2) (3) (4) (5) (6) (7) (8) (9)

rwa rwa rwa tocap tocap tocap tier1 tier1 tier1

did -0.042* -0.044* -0.040* 0.009 0.008 -0.000 0.014** 0.014** 0.004*

(-1.85) (-1.92) (-1.84) (1.62) (1.58) (-0.06) (2.56) (2.54) (1.71)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No Yes Yes No Yes Yes No Yes Yes

控制变量 No No Yes No No Yes No No Yes

N 659 659 581 659 659 581 659 659 581

Adj.R2 0.27 0.38 0.46 0.10 0.16 0.46 0.05 0.07 0.44

（二）更高资本监管要求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在表 5中列（1）—列（3）和列（4）—列（6）中分别检验了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

系统性风险暴露和系统性风险溢出的直接影响效果。在列（1）—列（6）逐步回归结果中，双

重差分变量 did 的估计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两种系统性风险均对更高资本充足率

要求具有正向反应。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相反的估计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状况较好的

银行虽然自身经营稳健，但这种个体的稳健性和冲击是以产生更大的系统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

外溢为代价的。从这一点上来看，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功能存在冲突。

表 5 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1) (2) (3) (4) (5) (6)

sysrisk1 sysrisk1 sysrisk1 sysrisk2 sysrisk2 sysrisk2

did 0.042*** 0.041*** 0.030*** 0.070*** 0.069*** 0.048***

(3.42) (3.35) (3.05) (4.79) (4.74) (3.55)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No Yes Yes No Yes Yes

控制变量 No No Yes No No Yes

N 660 660 582 660 660 582

Adj.R2 0.24 0.27 0.31 0.27 0.35 0.41

表 5实证结果明确了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暴露和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

效果，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为什么对系统性风险具有负面激励作用？

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渠道是什么？银行资本充足率调整的风险承担

渠道和杠杆率渠道分别对系统性风险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接下来，本文主要从风险承担渠道和

杠杆率渠道出发，实证检验两种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效果，从而精准定位政策失效的

根源。在模型设定中，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政策效应不再通过双重差分变量 did 来表示，而

是用风险承担渠道和杠杆率渠道的传导作用来替代其政策效应，即在回归模型中同时引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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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资产比率 rwa 和资本净额比率 tocap（tier1）作为解释变量⑤。为减轻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

性问题，风险加权资产比率 rwa 和资本净额比率 tocap（tier1）均采用一阶滞后项，估计结果见

表 6。

首先分析风险承担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效果。以系统性风险暴露为被解释变量的

回归结果均显示，风险加权资产 rwa 在引入时间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的条件下才开始变显著，

且估计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列（3）和列（6））。当系统性风险溢出为被解释变量时，

风险加权资产 rwa 对系统性风险溢出的负向作用则更为显著：除了列（7）以外，其他模型均至

少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总体来看，风险承担渠道是导致资本充足率监管政策失效的重要原

因。一种可能解释是，银行减少风险自担行为存在“以已为壑”和“以邻为壑”的负外部性，

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在抑制银行个体风险承担、降低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比率的同时，也显著提

高了银行资产的外部风险敞口，同时还刺激银行扩张业务关联网络和系统性重要性，诱发银行

系统性脆弱性以及个体风险向系统的外溢和转移。

再观察杠杆率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效果。虽然部分回归模型（列（1）、列（7）

和列（8））中总资产净额比率 tocap 显著为正，但同时考虑时间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之后，估

计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因此，本文认为总资本净额比率代表的杠杆率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

传导是不显著的。与未纳入资本监管框架的总资本净额比率 tocap 不同，核心资本净额 tier1 代

表的杠杆率正是现行的官方杠杆率监管指标。当银行系统性风险暴露 sysrisk1 为被解释变量时，

列（4）和列（5）中核心资本净额比率 tier1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在最关键的列（6）中不

再显著，表明核心资本净额比率代表的杠杆率渠道不会显著地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暴露。当银

行系统性风险溢出 sysrisk2 为被解释变量时，所有模型中核心资本净额比率 tier1 的估计系数都

至少在 10%水平显著为正，表现出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的促进作用。杠杆率监管的作用效果

存在一些争议（Acosta Smith et al.，2017），本文实证则支持对杠杆率监管会引起银行对风险补

偿需求，使得银行杠杆率调整和系统性风险承担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降低银行杠杆率反而

可能导致银行的风险转移和外溢行为。

⑤
表 4结果已经表明，在面对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时，银行并未显著降低总资本净额比率代表的杠杆率。因此，在

表 6渠道检验中可以不考虑总资本净额比率的传导效果，但为了和核心资本净额进行比较并保证结果稳健性，还是

将二者一并纳入渠道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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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渠道检验

(1) (2) (3) (4) (5) (6)

sysrisk1 sysrisk1 sysrisk1 sysrisk1 sysrisk1 sysrisk1

L.tocap 0.186* 0.138 -0.116

(1.71) (1.58) (-0.98)

L.tier1 0.176* 0.162* -0.023

(1.73) (1.68) (-0.10)

L.rwa 0.018 -0.023 -0.050** 0.024 -0.023 -0.055**

(1.22) (-1.49) (-2.58) (1.63) (-1.47) (-2.62)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No Yes Yes No Yes Yes

控制变量 No No Yes No No Yes

N 589 589 582 589 589 582

Adj.R2 0.04 0.16 0.28 0.03 0.16 0.28

(7) (8) (9) (10) (11) (12)

sysrisk2 sysrisk2 sysrisk2 sysrisk2 sysrisk2 sysrisk2

L.tocap 0.405* 0.336** -0.157

(1.93) (2.28) (-0.67)

L.tier1 0.394* 0.433** 0.560**

(1.93) (2.38) (2.17 )

L.rwa 0.049 -0.092*** -0.115*** 0.062** -0.095*** -0.139***

(1.58) (-2.66) (-2.96) (2.10) (-2.72) (-3.38)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No Yes Yes No Yes Yes

控制变量 No No Yes No No Yes

N 589 589 582 589 589 582

Adj.R2 0.06 0.28 0.39 0.06 0.29 0.40

回归估计的显著性分析只能说明风险承担渠道和杠杆率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作用方向，

还无法明确两种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具体影响强度。接下来，本文通过综合“资本充足率

要求——风险承担、杠杆率”和“风险承担、杠杆率——系统性风险”两个回归分析框架的作

用系数⑥，来判别两种渠道在系统性风险传导途径中的相对重要性。根据表 4中渠道代表变量

估计系数⑦，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将使得处理组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比率 rwa 减少 4.0%（表 4

列（3）），核心资本净额比率 tier1 增加 0.4%（表 4列（9））。表 6中风险加权资产比率 rwa

对系统性风险暴露 sysrisk1 和系统性风险溢出 sysrisk2 影响系数分别为-0.0525（取表 6列（3）

和列（6）估计系数的平均值）和-0.127（取表 6列（9）和列（12）估计系数的平均值），那

⑥
总资本净额比率代表的杠杆率渠道本身就不显著，且对系统性风险溢出的传导效果也不显著，故在对系统性风险

影响力度的定量分析中不予考虑。
⑦
一般而言，考虑个体固定效应、时间效应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能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问题，更具可靠性。因此，

本文主要依据“双向固定效应+控制变量”模型估计结果来定量分析两种渠道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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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通过风险承担渠道会引起系统性风险暴露 sysrisk1 增加 0.002，系统性风

险溢出 sysrisk2 增加 0.005。表 6 中核心资本净额比率 tier1 对系统性风险暴露 sysrisk1 和系统性

风险溢出 sysrisk2 影响系数分别为 0.162（表 6 列（5））⑧和 0.560（表 6列（12）），那么更

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通过杠杆率渠道会引起系统性风险暴露 sysrisk1 增加 0.0006，系统性风险溢

出 sysrisk2 增加 0.002。虽然两种渠道对系统性风险影响的效果都是显著的，但二者影响强度相

差较大，风险承担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暴露的传导效应是杠杆率渠道的 3.1 倍⑨，对银行系

统性风险溢的传导效应是杠杆率渠道的 2.5 倍⑩。因此，风险承担渠道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暴露

和系统性风险溢出的传导效应均远大于杠杆率渠道，该渠道才是导致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宏观

审慎无效的根源。

五、稳健性检验

（一）安慰剂检验

银行在《新办法》实施前面临的监管压力是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分组的主要依据，相对而

言，面临较大监管压力的银行更可能成为处理组。模仿这种思路，本文以对照组银行监管压力

的均值作为临界点，将原有对照组分为两组，高于均值的为新处理组，低于均值的为新对照组，

估计结果表明，人为施加政策处理得到的政策效应是不显著的，既不会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及

其调整渠道，也不会影响银行的风险行为。

（二）剔除政策实施调整期的影响

银行在受到政策冲击之后，各种资本充足率和风险调整均需要一定时间，可能对双重差分

估计结果产生干扰。主要调整期一般在政策发生最临近的前后一年，故本文分别剔除 2012 年、

2013 年度的样本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原有剔除调整期之后的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三）动态DID 检验

本文根据《新办法》发布时间设定政策发生的时点为 2012 年末，但银行存在提前调整风险

的可能。为检验政策是否存在提前反应，本文采用动态DID模型考察不同时期的政策反应，并

主要观察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风险特征是否存在差异。估计结果表明，设定 2012 年政

策发生时点是合适的，没有明显的提前政策反应。

（四）连续DID 检验

前文在应用双重差分时适当考虑到了政策冲击均的异质性，但只是对面临惩罚压力和预警

⑧
表 6中列（6）估计结果已经表明核心资本净额比率 tier1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暴露 sysrisk1没有显著影响，但为了更

谨慎评估负向风险激励，此处采用表 6中系数显著的列（5）的估计系数作为参考。
⑨
比值为 3.1≈0.002/0.00065。

⑩
比值为 2.5≈0.00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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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银行进行了简单区分（惩罚压力的分组变量 treat 赋为 1，预警压力的分组变量 treat 赋为

0.5）。为更精准刻画政策冲击异质性，揭示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差异化影响效果，本文结合

监管压力指标重新构建分组变量，使用连续双重差分方法重新进行估计。连续双重差分的估计

结果不仅验证原有估计的稳健性，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不同监管压力水平的差异性影响效果。

六、结论

本文立足于对我国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防风险效果进行有效评估，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执行的差别资本充足率要求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基于 69家商业银行 2008—2017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

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能促使资本不足银行积极降低风险加权资产比

率，从而有效抑制银行个体风险。但这种微观审慎有效性是以银行个体风险向系统性风险转移

为代价的，更高资本充足率要求还会诱发更大系统性风险暴露和系统性风险溢出。因此，资本

充足率要求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功能存在内源性的冲突。传导渠道检验显示，反映银行个体

风险向系统性风险转移的风险承担渠道，以及反映杠杆率调整引起风险补偿的杠杆率渠道，都

是诱发更大系统性风险的成因，其中，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应明显大于杠杆率渠道，它是导致

资本充足率要求宏观审慎功能失效的根源。强制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可能诱发银行“以邻为壑”

的风险转移行为，导致个体风险向整个系统外溢。进一步对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更大

监管压力和政策冲击会强化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调整行为。为此，监管部门应重点关注资本

缓冲较少的银行，防范其潜在的大幅度系统性风险转移行为。

本文研究为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新的证据，对于改进资本充足率监管实

践，提高资本监管宏观审慎有效性，也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稳健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避免出现风险过度外溢。由于银行个体风险自担和风险外溢存

在一种替代关系，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功能是难以达成一致的。因此，在当

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风险集中释放阶段，管理层不宜大幅提高资本充足要求，避免造成

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激增，应当稳健把控资本监管强度，平衡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溢出

的相对大小，使二者均保持在可防可控范围内。

将系统性风险纳入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框架。本文研究发现风险承担是导致资本充足率要

求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现有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框架是以个体风险评估准则，并不涉及全局

性的系统性风险，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调整行为实际上为引发更大系统性风险溢出提供了套利

空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框架，实行穿透式管理，真实、准确地识

别投资风险。更重要的是，应考虑将系统性风险的识别也纳入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应，从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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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本充足率要求所涵盖的风险属性，提高其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

资本充足率监管视角要从外部惩罚约束转向内部风控治理。为追求盈利最大化，商业银行

内在地具有从事资本监管套利的动机，长期内势必导致资本充足率监管效率下降，特别在当前

金融产品不断创新、业务关联错综复杂、监管套利日趋隐蔽的背景下，强制性的资本约束不仅

难以全面防范金融体系内在风险，甚至会形成对更大风险的负向激励。因此，应更重视从银行

内部风控治理入手，改进资本和风险权重的内部计量框架，建立风险责权一致的内部奖惩制度，

形成激励相容内部资本约束机制，实现外部强制和内部主动的协同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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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higher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 effectively decrease financial
risks?

——A reexamination us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pproach

Abstract：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ive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risk prevention for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 in China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higher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 on banks’s

individual risk and systemic risk, by using the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pproach which based on the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apital

Adequacy Ratios of Commercial Banks (trial) ”, and empirical sample covers non-balanced panel data of

69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08 to 2017.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micro-prudential and

macro-prudential target. Higher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 can really decrease bank’s risk-taking , but

increase bank’s systemic risk exposure and systemic risk spillover. Results of transmission channels show

that directions of contagion effect for risk taking channel and leverage channel on systemic risk are both

causes of systemic risk. What’s more, the effect for risk taking channel is obviously larger than leverage

channel, which is source of causing macro-prudential invalidation of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

Higher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 will induce more systemic risk spillover from banks’

beggar-thy-neighbor risk transfer behavior. Tests of heterogeneity effect indicate that increasing regulatory

pressure can intensify the bank's risk adjustment behavior.

Key words: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 risk-taking; systemic risk; risk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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