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了银行信贷风险吗

———基于资本流入、 流出与总量的考察

顾海峰　 　 于家珺

摘要： 文章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机理， 在此基础上， 选

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 ２４５家商业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 对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

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表明： （１） 跨境资本流入、 流出及流动总强度的

上升均会加剧银行信贷风险。 跨境资本流入、 流出及流动总强度每上升 １个单位， 银

行信贷风险分别增大 １ ５１７、 １ ７６６及 １ ６８６个百分点。 （２） 直接投资资本流入与流

出对银行信贷风险的作用方向相反， 这种对冲作用使得直接投资资本流动总强度对银

行信贷风险的影响不显著。 间接投资资本流动总强度则显著助推银行信贷风险， 由此

引致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助推效应。 （３）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

贷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跨境资本流动对股份制银行信贷风险的助推力

度最大， 对城农商行与国有银行信贷风险的助推力度相当。 （４） 改善制度环境与提

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可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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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及研究述评

金融开放具有增长效应， 稳步有序的金融开放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

意义。 然而， 金融开放也具有风险效应， 对此， 在中国金融开放问题上长期存在着

较大争议， 主要集中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条件是否成熟。 为此， 有必要深入考察现

阶段金融开放， 尤其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效应， 以便合理安排资本账户开放进

程， 并在实践中做到趋利避害。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安排关键取决于金融开放

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 商业银行承担着关键性角色， 银行风险对

实体经济与金融稳定具有深远影响。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银行业以信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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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信贷风险是银行风险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 跨境资本流动则是金

融开放中最具实质性和关键性的部分。 对此， 深入考察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信贷风

险之间的关系， 以此来科学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规律， 从而有

效防范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跨境资本流动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重要维度， 与金融风险密切联系； 部分文献针

对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模式进行探讨。 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传

统解释认为， 跨境资本流入会导致货币升值， 进而净出口与产出下降， 从而引发银

行信贷活动紧缩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４） ［１］。 而 Ｂｒｕｎｏ 和 Ｓｈｉｎ （２０１４［２］， ２０１５［３］ ）、 Ｇｏｕｒｉｎ⁃
ｃｈａｓ和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 （２０１２） ［４］、 Ｌｕｎｄ－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１２） ［５］、 Ｓｃｈｕｌａｒｉｃｋ和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１２） ［６］

则认为资本流入所导致的本币升值与银行信贷扩张、 风险承担加剧正相关。 何国华

和李洁 （２０１８） ［７］佐证了这一结论， 他们构建 ＤＳＧＥ 模型进行动态模拟， 发现跨境

资本流入可导致金融中介道德风险上升， 风险偏好增加。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

研究表明， 跨境资本流入总体上与信贷扩张呈同步运动 （ Ａｒｓｌ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ｓｋｉｎ，
２０１４［８］； Ｒｅｙ， ２０１５［９］； Ａｍｒ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１０］）。 针对中国数据的研究也显示出类似

结论。 方显仓和孙琦 （２０１４） ［１１］发现， 资本账户开放水平越高， 越容易加剧国内银

行体系风险； 同时， 银行体系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又会延缓资本账户开放进程。 薛晴

和刘湘勤 （２０１８） ［１２］基于 １９９９—２０１６ 年月度数据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 （ ＳＶＡＲ）
模型， 发现跨境资本流入对信贷扩张存在显著的正效应。

有关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性影响的异质性因素考察， 主要集中在资本类型

异质性上。 金洪飞和李子奈 （２００１） ［１３］将跨境资本划分为债券、 股票、 ＦＤＩ、 商业

银行信贷等组成部分， 发现证券投资资本跨境流动对金融稳定具有较大负面冲击。
另一些学者则按照时间期限划分跨境资本， 发现以 ＦＤＩ为代表的长期资本流动对银

行系统正向冲击最大， 其次为以证券投资为代表的短期资本流动， 而其他类型投资

的冲击比较微弱 （高志勇和刘赟， ２０１０［１４］； 庄起善和张广婷， ２０１３［１５］ ）。 薛晴和

刘湘勤 （２０１８） 以及喻开志等 （２０１８） ［１６］则认为短期资本流动的负向影响最大。
还有学者针对汇率制度、 宏观经济状况、 金融开放水平等宏观调节变量进行了

考察。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２０１３） ［１７］则发现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会驱动资本扩张， 且汇率制

度越欠灵活， 影响越大。 Ｗｅｌｌｅｒ （２０１１） ［１８］认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与宏观经济状况有关： 当宏观经济不佳时， 跨境资本流入会加剧银行不稳定； 当宏

观经济良好时， 跨境资本流入不会引发银行不稳定。 Ｋａｍｉｎｓｋｙ 等 （１９９９） ［１９］认为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与金融发展阶段有关， 他们的跨国实证研究表明

大部分银行危机发生在一国金融部门开放的初始阶段。
由上述梳理可以发现， 现有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不足： 首先， 绝大多数实证研究

基于宏观层面数据展开。 部分文献基于单一国家的宏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 然而这

类总量分析在研究设计上存在多种缺陷： 一方面， 其无法考察微观异质性因素的影

响； 另一方面， 其存在识别问题， 受混杂因素干扰严重， 潜在遗漏变量问题突出，
从而导致结果可信度不高。 另一部分文献基于跨国宏观面板数据。 然而跨国宏观研

究天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这是因为国别间的差异多于一国内部差异，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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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需要控制更多变量， 由此产生遗漏变量偏误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其次， 鲜有文献

基于一国微观层面数据， 有针对性地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系统稳定性、 尤其是

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在已知的唯一一篇针对中国微观层面的研究中 （霍强，
２０１７） ［２０］， 缺乏对银行微观特征、 跨境资本类别等异质性因素以及宏观调节变量的

考察； 而针对这些方面的微观研究， 将为中国银行业监管、 跨境资本监管的政策设

计以及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安排提供重要启示。
鉴于既有文献的上述不足， 本文就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这一问

题展开系统而深入地研究。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

风险的影响机理， 在此基础上， 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４５ 家商业银行的微观面

板数据， 对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并进一步分析了银

行性质、 跨境资本类型等因素的异质性影响， 以及制度环境、 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

因素的调节效应； 以此为依据， 给出政策启示。 本研究成果将为中国政府科学制定

跨境资本监管政策及设计资本账户开放进程， 以此来防范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金融

风险， 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影响的机理分析

跨境资本流动由流入与流出两部分构成， 以下就跨境资本流入、 流出及流动总

强度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并提出待检验假说。
１ 跨境资本流入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机理

首先， 跨境资本流入将通过降低银行贷款利率①、 减少银行监督激励， 对银行

信贷风险产生负面冲击。 具体来说， 以长期固定收益型负债为主的负债结构以及市

场繁荣后对高收益预期调整的滞后性导致银行具有粘性的目标收益率。 跨境资本流

动导致市场均衡利率下降， 使得正常情况下， 银行通过单位贷款能够获得的收入下

降。 此时， 银行为追逐粘性收益率目标， 便有动机降低监督的努力程度 （因为监督

需要付出成本）， 或将资金投入风险、 收益更高的信贷资产， 致使其信贷风险上升。
其次， 跨境资本中， 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将通过资产价格效应干扰银行的风险

识别能力， 进而对银行信贷风险产生不利影响。 间接投资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证券投

资； 与直接投资相比， 间接投资资本投机性更强、 流动的频繁性更高、 期限更短， 其

流入往往对国内证券市场产生扰动性冲击， 高估证券资产价格、 助长泡沫。 在此背景

下， 银行对经济基本面的预判与对微观企业主体的风险识别能力将受到负面干扰。 一

方面， 资产与抵押品价格的上涨将导致银行对收入、 利润产生乐观预期， 导致其对借

贷对象的风险容忍度上升。 另一方面， 银行对违约率、 违约损失概率、 波动率等因素的

估计具有顺周期性， 这将进一步促使其风险容忍度上升。 由此， 资产泡沫致使银行的亲

周期行为滋长， 信贷决策激进程度提升， 潜在决策失误增多， 信贷风险由此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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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熊衍飞等 （２０１５） 及韩乾等 （２０１７） 认为， 企业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可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 跨境资本

流入增加， 融资成本 （主要表现为贷款利率） 也随之下降。



综上， 提出研究假说 Ｈ１ａ与 Ｈ２ａ。
Ｈ１ａ： 跨境资本流入强度的上升会加剧银行信贷风险。
Ｈ２ａ： 间接投资资本流入将加剧银行信贷风险。
此外， 也有文献提出， 跨境资本流入可能通过溢出与倒逼效应改善东道国微观

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水平， 从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这一效应

主要由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带来。 一方面， 直接投资资本将通过宏观层面的增长效

应对微观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正向影响， 微观企业偿付能力随之提升， 银行信贷风

险随之降低。 首先， 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往往意味着巨额初始资本的注入， 这有利

于东道国的资本形成， 有助于提升国内劳动要素的利用效率， 为经济增长提供动

力； 其次， 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 技术及设备， 形成技术溢

出效应， 跨国公司的入驻还将与国内上下游产业的企业形成长期联系， 促成产业集

群与产业集聚， 上述因素将共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最后， 直接投资资

本以新建、 并购、 合资等方式进入国内， 往往意味着更多劳动岗位的创造， 一定程

度上有助于提高国内就业， 进而有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 在直接投资资本流入

促进经济增长的背景下， 微观企业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 偿债能力随之增强， 银

行信贷风险由此降低。 另一方面， 外资银行的进入作为直接投资资本流入的一种特

殊形式， 将为本土银行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模式， 促进多元竞争， 使得东道

国银行业为保持较高的市场份额不得不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风险管理效率， 从而有

利于其风险管理水平的改善 （庄起善和张广婷， ２０１３）。
由此可得研究假说 Ｈ１ｂ及 Ｈ３ａ。
Ｈ１ｂ： 跨境资本流入强度的上升会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Ｈ３ａ： 直接投资资本流入将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２ 跨境资本流出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机理

首先， 跨境资本流出将通过银行负债端传导风险。 方意等 （２０１７） ［２１］认为， 在

经济下行期， 跨境资本撤离将导致银行批发融资急剧下降， 抬升银行负债端融资成

本， 从而导致流动性风险攀升。 庄起善和张广婷 （２０１３） 也指出， 以短期外债为

主的外国资本通过国内银行系统的运作， 被转化为国内的长期贷款； 短期外债与国

内长期贷款在期限结构上的错配， 使得一旦外部经济状况恶化或发生金融危机， 投

资者就易产生恐慌心理， 引发流动性危机。 刘志洋 （２０１６） ［２２］认为， 流动性风险与

信贷风险存在正相关性； 银行融资成本加大是造成银行出现信贷风险的原因之一。
此外， 由于银行间直接关联的存在， 风险将在整个银行体系内扩散。

其次， 跨境资本流出将通过资产端传导风险。 一方面， 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出将

通过影响微观企业融资结构与经营能力， 间接致使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 风险水平

上升。 首先， 相当比例的直接投资资本以国内企业引进外资合作者的形式流入。 在此

背景下， 直接投资资本流出意味着合资企业股权资本的流失与企业净值的贬损； 这将

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下降。 其次， 股权资本撤离可能导致企业资金链发生断裂， 进而使

得企业陷入经营困难、 盈利能力下降的困境， 进一步导致其偿债能力下降。 另一方

面， 间接投资资本流出将通过影响企业融资与资产价格， 对银行信贷风险造成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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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 一旦国内发生风险事件， 间接投资资本往往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和灵活性， 因

而可以迅速撤离国内市场。 此时， 通过间接投资资本获得融资的国内企业或将突然

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 进而影响到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致使其盈利水平和偿债

能力受损， 这些企业从国内银行所获信贷的偿付风险随之提升。 此外， 若间接投资

资本为逃离国内市场而在二级市场大量抛售证券， 则将导致包括股票在内的证券价

格大幅下跌。 目前， 我国 Ａ股市场存在 ７０％以上的企业通过股权质押获得银行信

贷。 股权质押具有与抵押品类似的功能， 在间接投资资本外逃致使股价下跌时，
“抵押品” 价值将下降， 此时， 银行即使出售质押股权， 也将难以收回资金弥补损

失。 由此， 银行信贷风险上升。 进一步的， 在资产泡沫破裂、 银行不良贷款大量产

生的情况下， 银行自有资本将遭受侵蚀。 基于安全性原则与监管压力， 银行倾向于

提高信贷发放标准、 实施信贷紧缩政策， 以达到一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 而这一行

为将引发主要依靠银行获取资金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 被迫减产、 甚至倒闭

的局面， 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由此螺旋式上升。
最后， 跨境资本流出将通过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机制影响借贷主体行为， 进而

对银行信贷风险产生不良影响。 资本外逃将导致国内资金价格上升、 利率上涨。 一

方面， 资金价格上升将导致谨慎的避险型借款人放弃贷款申请； 而与之相对， 激进

的投机型借款人甚至旁氏借款人则依旧愿意接受贷款。 由于上述逆向选择现象， 借

款人平均风险水平上升， 进而导致银行信贷风险升高。 另一方面， 高昂的利息成本

或将迫使已获得贷款的避险型借款人为维持盈利目标而转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 道

德风险问题由此形成， 进而导致银行信贷风险上升。
综上， 得到研究假说 Ｈ４、 Ｈ２ｂ及 Ｈ３ｂ。
Ｈ４： 跨境资本流出强度的上升将加剧银行信贷风险。
Ｈ２ｂ： 间接投资资本流出将导致银行信贷风险上升。
Ｈ３ｂ： 直接投资资本流出将导致银行信贷风险上升。
３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机理

研究假说 Ｈ１ａ与 Ｈ４表明， 跨境资本流入与流出强度的增大均将加剧银行信贷

风险。 此外， 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还将通过财富缩水效应， 对银行信贷风险产生不

良影响 （张荣峰， ２００７） ［２３］： 由于投资者羊群效应与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带来的过度

负债与过度投资， 跨境资本流动强度的增大极易产生资产价格泡沫。 当泡沫累积达

到特定阈值时， 市场的内外部冲击将使得泡沫的破裂难以避免， 进而引发如下连锁

反应。 首先， 家庭部门资产财富将大幅缩水， 家庭部门偿还消费信贷的能力减弱。
其次， 家庭消费能力降低将导致企业营业收入减少， 进而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下降。
家庭与企业部门的财富缩水效应共同致使银行部门不良贷款增加。

由此可得研究假说 Ｈ５ａ。
Ｈ５ａ： 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的上升将提高银行信贷风险。
与之相对， 研究假说 Ｈ１ｂ则从流入角度表明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的增大可能

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此外， 也有文献从跨境资本双向流动角度佐证了上述观点。 一

方面， 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的增大将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提出更高的要求，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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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国内银行业的监管水平， 提高银行业的运营质量、 降低运营风险。 另一方面，
跨境资本流动将促进金融基础设施的改善， 从而有利于中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管理水

平的提升。 跨境资本的大量双向流动将迫使政府及监管当局改进市场交易制度， 完

善衍生品的清算结算体系， 采用国际通用会计准则， 使金融基础设施及信息环境得

到大幅改善， 进而提升银行系统的风险识别能力、 降低其最终承担的信贷风险。 由

此可得研究假说 Ｈ５ｂ。
Ｈ５ｂ： 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的上升将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二） 跨境资本流动对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的机理分析

按所有制结构与经营区域范围的不同， 可将银行区分为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

与城农商行三类。 不同性质银行的信贷风险水平可能因业务特征及信息优势等方面

的差异， 在面临跨境资本流动时受到不同影响。 以下对跨境资本流动对不同类型银

行的异质性影响机理进行分析， 并提出待检验假说。
从业务特征角度看， 国有银行的借贷对象以国企为主， 外资业务占比有限， 同

时， 在面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时， 国有借款人的净值波动也相对较低； 城农商行经

营规模相对较小， 地域经营范围相对狭窄、 经营业务的涉外成分也相对更低； 股份

制银行经营的地域范围则一般覆盖全国， 经营业务广、 外资借贷业务相对较多。 上

述特征使得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信贷风险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敏感程度相对于股份制

银行更低。
从信息优势角度看， 相对于股份制银行， 国有银行与政策层联系紧密， 政策信

息渠道更通畅； 城农商行则因经营地域性强， 而具有地域专业性优势更突出、 关系

型借贷网络更稳定等特征， 能够更容易地获得当地客户的声誉资料， 且在监督还款

流程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上述两类信息优势将使得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在面临跨境

资本流动产生的噪音信息干扰时， 风险识别能力受损更轻， 信贷定价决策失误更

少， 信贷风险的上升幅度相对更低。
由此， 提出研究假说 Ｈ６。
Ｈ６： 跨境资本流动对股份制银行信贷风险的加剧作用大于对城农商行与国有

银行的加剧作用。

三、 实证研究设计

（一） 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银行微观层面数据来自国泰安银行研究数据库及 ｂａｎｋｆｏｃｕｓ 数据

库； 宏观经济数据则整合自国泰安经济研究数据库及 ＥＩ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ｄａｔａ 数据库。 经

数据清洗， 得到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 ２４５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包括 ５ 家国有商业

银行、 １２家大型股份制银行、 １２０家城市商业银行及 １０８家农村商业银行 （包括农

信社、 农合行） 共１ ４０２个年度观测值。 与以往文献相比， 该样本所覆盖的银行范

围、 银行类型更广，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样本自选择偏误。
（二） 变量设计

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如表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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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名称及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银行信贷风险 ｎｐｌ 不良贷款率 ＝ 不良贷款 ／总贷款

核心解释变量

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 ｋ 国际收支平衡表 “资本和金融项目” 借贷方之和 ／序列最大值

跨境资本流入强度 ｋｃ 国际收支平衡表 “资本和金融项目” 贷方 ／序列最大值

跨境资本流出强度 ｋｄ 国际收支平衡表 “资本和金融项目” 借方 ／序列最大值

地区层面
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

ｄｋ 跨境资本流动强度 × （银行所在省份 ＦＤＩ额∕当年全国 ＦＤＩ总额）

银行层面控制变量

银行规模 ｌｎａｓｔ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

流动性 ｌｏａｎｄｐ 贷存比＝贷款总额 ／存款总额

盈利能力 ｅｂｉｔａｓｔ 经营利润 ／总资产

经营效率 ｏｐｃｏｐｒ 成本收入比＝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资本结构 ｃａｒ 以 “资本 ／总资产” 度量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ｄｇｄｐｇ 银行业务所在地 ＧＤＰ 增长率

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ｄｆｉｎ 银行业务所在地股票总市值 ／该地区 ＧＤＰ

地区银行系统发展水平 ｄｂａｎｋ 银行业务所在地贷款总额 ／该地区 ＧＤＰ

宏观层面控制变量

数量型货币政策 ｍ２ｇ 广义货币 （Ｍ２） 增长率

价格型货币政策 ｒａｔｅｍ 货币市场利率

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ｇ ＧＤＰ 增速

金融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ｓｔｋｄｅｘ 上证综指的自然对数值

汇率水平 ｒｅｅｒ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异质性因素

银行性质 ｎａｔｕｒｅ 将银行按性质分为三类， 分别为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与城农商
行； 以城农商行为参照组， 设置 １ × ２虚拟变量向量

跨境资本类型 ｆｄｉ 直接投资 （ＦＤＩ） 借贷方之和 ／序列最大值

ｆｄｉｃ ＦＤＩ贷方额 ／序列最大值

ｆｄｉｄ ＦＤＩ借方额 ／序列最大值

ｆｉｉ 间接投资 （ＦＩＩ） 借贷方之和 ／序列最大值

ｆｉｉｃ ＦＩＩ贷方额 ／序列最大值

ｆｉｉｄ ＦＩＩ借方额 ／序列最大值

调节变量

地区制度环境 ｄｚｈｉｄｕ 地区层面三项子指标极差标准化后取算术平均

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ｄｆｉｎ 银行业务所在地股票总市值 ／该地区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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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被解释变量为银行信贷风险 （ｎｐｌ）。 信贷风险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风险

来源， 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 ／总贷款） 作为银行信贷风险的度量指标。
该指标直接衡量了银行信贷风险的实际承担结果， 不良贷款率越高， 银行信贷风险

越大。 核心解释变量为跨境资本流动强度 （ｋ）。 传统文献采用国际资本流动净额

（韩乾等， ２０１７［２４］； 高志勇和刘赟， ２０１０） 来表征跨境资本流动， 由于其为跨境资

本流入与流出之差， 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这种流动的强度。 鉴此， 参照马勇和王芳

（２０１８） ［２５］， 采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 “资本和金融项目” 借贷方之和来衡量流动总

强度， 并除以该指标的序列最大值将其标准化。 同时， 进一步引入 “资本和金融

项目借方额 ／序列最大值” （ｋｄ） 与 “资本和金融项目贷方额 ／序列最大值” （ｋｃ），
以分别考察跨境资本流出与流入强度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作为稳健性检验， 近

似估计了省级层面的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指标 （ｄｋ）， 构造方式如下：

ｄｋｉｔ ＝
ｋｔ ×

银行 ｉ 所在省份 ＦＤＩ 额
当年全国 ＦＤＩ 总额

， ｉ 为地区性商业银行（即： 农商行和城商行）　 　 　

ｋｔ， ｉ 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即： 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ì

î

í
ïï

ïï
（１）

此外， 因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宏观加总指标， 回归模型中无法纳入时间固定效

应。 对此， 进一步控制地区及宏观层面变量以期最大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 对于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城农商行均以银行所处省份的对应指标计算度量； 国有银行与

股份制银行均以全国加总层面指标计算度量。
最后， 制度环境 （ｄｚｈｉｄｕ） 调节变量的构造方式进一步说明如下。 参照齐兰和

徐云松 （２０１７） ［２６］， 基于三项子指标的极差标准化值构建地区层面制度环境指数。
１ 构造三项子指标

子指标 １ （ ｄ１ｔ ）： 政府干预行为。 以财政自给率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来度量。
该比值越大，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越小， 对金融运行的干预动力越低， 金融资源市场

化配置扭曲的程度越低， 越有利于金融功能发挥， 因而是制度环境的正向指标。
子指标 ２ （ ｄ２ｔ ）： 社会稳定程度。 以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总

人数） 来衡量。 其与犯罪率有显著相关性 （章元等， ２０１１） ［２７］， 数值越低， 表明

社会稳定程度越高， 因而是制度环境的负向指标。
子指标 ３ （ ｄ３ｔ ）： 地区信用环境。 以单位人均产值劳动争议受理率 （各省份相

关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 ／人均 ＧＤＰ） 来度量。 其数值越低， 表明地区信用状况

越好， 社会资本水平越高， 金融交易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 因而是制度环境的负向

指标。
对于城商行或农商行， 上述三项子指标均以银行所在省份数据度量； 对于国有

银行及股份制银行， 均以全国加总数据度量。
２ 对三项子指标进行极差标准化

　 　 ｄ^ｉｔ ＝

ｄｉｔ － ｍｉｎｔｄｉｔ

ｍａｘｔｄｉｔ － ｍｉｎｔｄｉｔ
， 若 ｄｉｔ 为正向指标 （ ｉ ＝ １）

ｍａｘｔｄｉｔ － ｄｉｔ

ｍａｘｔｄｉｔ － ｍｉｎｔｄｉｔ
， 　 若 ｄｉｔ 为负向指标 （ ｉ ＝ ２， ３）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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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ｄｉｔ 为第 ｉ 个子指标第 ｔ 年的实际值； ｄ^ｉｔ ∈ ［０， １］ 。
３ 指标的极差标准化平均值

对上述三项子指标的极差标准化值取算术平均， 得到地区层面制度环境指数，
该指数在 ［０， １］ 区间内取值； 数值越大， 表明制度环境越好。

（三） 实证模型构建

１ 基准模型

为估计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ｎｐｌｉｔ ＝ β０ ＋ β１ｋｔ ＋ β２Ｘ ｉｔ ＋ β３Ｄｉｔ ＋ β４Ｍｔ ＋ ａｉ ＋ ｕｉｔ （３）

其中， 被解释变量 ｎｐｌｉｔ 为银行信贷风险， 以不良贷款率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 ｋｔ

为跨境资本流动强度； 其系数 β１ 代表该强度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是本文最关

心的系数。 Ｘ ｉｔ 是随时间变化的银行层面控制变量； ａｉ 是银行固定效应， 控制不随时

间变化的个体层面特征。 由于核心解释变量为时间序列数据、 无法控制时间固定效

应， 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一系列地区层面 （ Ｄｉｔ ） 及宏观层面因素 （ Ｍｔ ）， 以尽可

能减少内生性问题。 ｕ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β０ 为常数项。 对所有回归系数采用聚类稳健

标准误以控制异方差与序列相关问题。
２ 异质性因素的影响

为考察不同银行性质与不同资本类型的异质性影响， 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ｎｐｌｉｔ ＝ β０ ＋ β１ｋｔ ＋ β２Ｘ ｉｔ ＋ β３Ｄｉｔ ＋ β４Ｍｔ ＋∑ ｎ ＝ ２

ｊ ＝ １
θ ｊｎａｔｕｒｅｊｔ

　 　 　 　 　 　 　 　 　 ＋∑ ｎ ＝ ２

ｊ ＝ １
φｊｋｔ·ｎａｔｕｒｅｊｔ ＋ ａｉ ＋ ｕｉｔ （４）

　 　 　
ｎｐｌｉｔ ＝ β０ ＋ β１ ｆｄｉｔ ＋ β２Ｘ ｉｔ ＋ β３Ｄｉｔ ＋ β４Ｍｔ ＋ ａｉ ＋ ｕｉｔ

ｎｐｌｉｔ ＝ β０ ＋ β１ ｆｉｉｔ ＋ β２Ｘ ｉｔ ＋ β３Ｄｉｔ ＋ β４Ｍｔ ＋ ａｉ ＋ ｕｉｔ
（５）

模型 （４） 中， ｎａｔｕｒｅｊｔ 为银行性质虚拟变量， 反映三种不同类型的银行； 其中，
β１ 代表参照组信贷风险受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程度， β１ ＋ φｊ 则代表其他各组别所受

影响。 模型 （５） 考察了不同类型资本跨境流动的效应， 即直接资本流动强度、 间

接资本流动强度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继续使用基准模型中的固定效应法， 以控

制固有个体特征的影响。
３ 扩展研究： 地区特征的调节效应

制度环境的优劣与直接金融的发展水平将影响间接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 进而

可能对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信贷风险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 为此， 进一步设定如下

扩展模型， 以考察调节变量的影响。
　 ｎｐｌｉｔ ＝ β０ ＋ β１ｋｔ ＋ β２Ｘ ｉｔ ＋ β３Ｄｉｔ ＋ β４Ｍｔ ＋ θｄｚｈｉｄｕｉｔ ＋ φｋｔ·ｄｚｈｉｄｕｉｔ ＋ ａｉ ＋ ｕｉｔ （６）
　 ｎｐｌｉｔ ＝ β０ ＋ β１ｋｔ ＋ β２Ｘ ｉｔ ＋ β３Ｄｉｔ ＋ β４Ｍｔ ＋ θｄｆｉｎｉｔ ＋ φｋｔ·ｄｆｉｎｉｔ ＋ ａｉ ＋ ｕｉｔ （７）

模型 （６） 中， ｄｚｈｉｄｕｉｔ 为制度环境调节变量， 对政府干预行为、 社会稳定程

度、 地区信用环境三项子指标的极差标准化值取算术平均进行衡量； 模型 （７）
中， ｄｆｉｎｉｔ 为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调节变量。 在模型 （６） 和 （７） 中， 若调节效

应显著存在， 则 ｋ 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β１ ＋ φｄｚｈｉｄｕｉｔ 与 β１ ＋ φｄｆｉｎｉｔ ，
可知交互项系数 φ 反映了调节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 ｋ 对信贷风险影响强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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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 φ 是本文关心的系数。

四、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基准模型

依据基准模型， 运用固定效应法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Ｅ）， 估计跨境资本流动对银

行信贷风险的总体影响。 表 ２第 （１） 列结果表明， 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每上升 １个
单位， 银行不良贷款率将上升 １ ６８６个百分点。 第 （２）、 （３） 列则表明： 跨境资本

表 ２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ｋ １ ６８６∗∗∗
（０ ３９）

ｋｃ １ ５１７∗∗∗
（０ ４２）

ｋｄ １ ７６６∗∗∗
（０ ３７）

ｄｋ １ ５６６∗∗∗
（０ ５０）

ｌｎａｓｔ
－０ １３９ －０ １４６ －０ １２４ －０ ０１７４
（０ ２７） （０ ２７） （０ ２７） （０ ２６）

ｅｂｉｔａｓｔ
－０ ０６４８ －０ ０６８４ －０ ０６３７ －０ １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７）

ｏｐｃｏｐｒ １ １３４∗∗ １ １３３∗∗ １ １２７∗∗ １ ０６４∗∗
（０ ４６） （０ ４６） （０ ４６） （０ ４６）

ｌｏａｎｄｐ １ １８５∗∗∗ １ １８８∗∗∗ １ １８０∗∗∗ １ １２６∗∗∗
（０ ４３） （０ ４３） （０ ４３） （０ ４１）

ｃａｒ
－３ ９５２ －４ ０９７ －３ ８２０ －５ ０６３
（３ ２４） （３ ２７） （３ ２１） （３ ３８）

ｄｇｄｐｇ
－０ ０９１９∗∗ －０ ０９７６∗∗ －０ ０８７５∗∗ －０ １４２∗∗∗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５）

ｄｆｉｎ
０ ３３９ ０ ３４３ ０ ３３６ ０ ３６０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２９）

ｄｂａｎｋ
－１ ３５９∗ －１ ３９２∗ －１ ３１４∗ －１ ３５４∗
（０ ７５） （０ ７５） （０ ７４） （０ ７９）

ｍ２ｇ ０ ０２３９∗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３００∗∗ －０ ００９２７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２）

ｒａｔｅｍ
－０ ０７８１∗∗∗ －０ ０８７６∗∗∗ －０ ０７２１∗∗ －０ １４２∗∗∗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

ｇｄｐｇ
０ ００８３８ ０ ００９２１ ０ ００９１９ ０ ０３５０∗∗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ｌｎｓｔｋｄｅｘ
－０ ２６９ －０ １６３ －０ ３５８ ０ ２０５
（０ ２３） （０ ２３） （０ ２４） （０ ２０）

ｒｅｅｒ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０５９９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常数项
９ ５５９ ９ ０５９ ９ ７２７ ３ ５７５
（６ ８７） （６ ９５） （６ ７８） （６ ２１）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５ ０ １０７
个体效应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５ ４８∗∗∗ ５ ４６∗∗∗ ５ ５０∗∗∗ ６ １５∗∗∗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１１４ ７７∗∗∗ １０５ ０４∗∗∗ １０５ ０４∗∗∗ ７０ ２８∗∗∗

注：∗、∗∗和∗∗∗分别表示估计值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下表
同； 各列所对应的样本容量与银行数均为 １４０２与 ２４５，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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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强度每上升 １个单位， 银行不良贷款率将上升 １ ５１７个百分点； 跨境资本流出

强度每上升 １个单位， 银行不良贷款率将上升 １ ７６６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 跨境资

本两个方向各自流动强度的影响结果均与流动总强度的影响结果一致。 对基准模型

使用核心解释变量的辅助测度指标 ｄｋ 进行回归后发现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基

本结果均一致 （第 （４） 列），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良好。 采取个体效应

Ｗａｌｄ检验与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进一步评判模型优劣。 Ｗａｌｄ检验表明基准模型中个体效

应均显著；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拒绝原假设， 表明 ＦＥ优于随机效应方法。
由基准回归结果可得如下结论： 首先， 跨境资本流入强度的上升将加剧银行信

贷风险， 这支持了研究假说 Ｈ１ａ。 跨境资本流入将推升国内资产价格， 由于监管指

标的顺周期性， 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下降， 信贷风险积聚； 又由于实际杠杆降低，
银行有动力购入资产， 这将导致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升， 由此陷入 “跨境资本流

入－资产价格上升－信贷风险积聚” 的螺旋机制中 （方意等， ２０１７）。 不仅如此， 跨

境资本的大量流入也将推高本国生产要素价格 （熊衍飞等， ２０１５） ［２８］， 使得企业经

营成本上升、 利润下降， 进而导致其偿债能力下降、 违约风险增大。 由此， 银行的

信贷风险被推升。 其次， 跨境资本流出强度的上升也将加剧银行信贷风险， 这支持

了研究假说 Ｈ４， 这可能是因为跨境资本流出导致银行陷入了 “资产价格下跌－不
良贷款率上升、 收紧信贷－企业盈利能力、 偿付能力下降 －不良贷款率进一步上

升” 的恶性循环中。 最后， 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的上升将加剧银行所面临的信贷

风险， 支持了研究假说 Ｈ５ａ。 这一结论表明， 跨境资本流动对国内银行系统通过倒

逼与溢出渠道传导的正向作用弱于通过资产端与负债端传导的负向作用。 就现阶段

而言， 跨境资本流动强度的加剧至少在微观层面不利于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
此外， 本文还发现经营效率的反向指标与银行信贷风险显著正相关， 也即经营

效率更低的银行将面临更高的信贷风险。 这可能是由于经营效率低的银行常常具有

较低的风险识别能力， 难以准确鉴别融资方的真实还款能力和实际借贷风险， 从而

有更大概率因风险决策失误而承担更高的信贷风险。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单体银行

信贷风险显著负相关。 这是因为良好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在微观层面意味着更高的

企业盈利水平以及相对更低的违约率。 Ｍ２ 增长率、 货币市场利率分别与银行不良

贷款率在 １０％与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成正、 负相关， 表明货币环境越宽松， 银行实

际承担的信贷风险越高。 这与主流文献的结论一致 （王晋斌和李博， ２０１７； 何国

华和李洁， ２０１８）： 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助长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 即在同样的信贷

规模下， 银行会采取更低的信贷审核标准， 最终导致其信贷风险上升。
（二） 异质性因素的影响

１ 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流动的异质性影响

不同类型资本的跨境流动可能对银行信贷风险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鉴于此，
本文基于基准模型， 区分直接投资资本 （ＦＤＩ） 与间接投资资本 （ＦＩＩ）， 分别考察

两类资本流入、 流出及流动总强度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对 ＦＤＩ资本流动的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３。 由回归结果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

ＦＤＩ资本流入强度增加将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这支持假说 Ｈ３ａ。 ＦＤＩ 资本大多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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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企业引进外资合作者的形式流入， 这种方式一方面扩充了企业的资本金， 提高了

企业净值， 另一方面实现了技术溢出， 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与盈利水平， 从而有利

于企业偿付能力的提升， 进而降低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此外， ＦＤＩ 资本具有长期逐

利性， 而非投机性； 因此， ＦＤＩ资本通过选择投资对象释放良性信号、 间接帮助银

行筛选出优质借贷对象， 从而降低不良贷款率。 第二， ＦＤＩ 资本流出强度增加将加

剧银行信贷风险， 支持假说 Ｈ３ｂ。 与 ＦＤＩ流入相反， ＦＤＩ资本的撤离很大程度上意

味着合资企业股权资本的流失， 企业净值由此贬损， 偿债能力下降。 股权资本的撤

离甚至可能导致企业资金链发生断裂， 进而出现经营困难、 盈利能力下降等状况，
从而进一步导致偿债能力下降。 这些因素均将导致银行信贷风险的上升。 第三，
ＦＤＩ资本流动总强度对银行信贷风险并无显著影响。 虽然 ＦＤＩ 撤资对银行信贷风险

具有显著的加剧作用， 但这一影响被 ＦＤＩ流入对银行信贷风险的缓解作用抵消。 对

ＦＩＩ资本流动的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４。 与 ＦＤＩ 流动总强度不存在显著影响相反， ＦＩＩ
资本流动总强度的上升对银行信贷风险存在显著的加剧作用； 因此， 跨境资本流动

总强度对银行信贷风险的提升主要由间接投资资本流动引致。 结果支持研究假说

Ｈ２ａ与 Ｈ２ｂ。

表 ３　 直接投资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ｆｄｉ
０ ５６８
（０ ８３）

ｆｄｉｃ
－２ ５６８∗∗∗

（０ ９２）

ｆｄｉｄ １ ４２１∗∗∗

（０ ４０）

常数项
５ ５１９ －６ ７５３ ７ ３７６
（７ ４１） （７ ４４） （６ ６８）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 ０９７ ０ １０９ ０ １０８
注： 所有回归模型中还包括基准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 下表同。

表 ４　 间接投资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ｆｉｉ １ １１９∗∗∗

（０ ２５）

ｆｉｉｃ １ ３３０∗∗∗

（０ ２９）

ｆｉｉｄ ０ ９２８∗∗∗

（０ ２２）

常数项
６ １７８ ５ ９１６ ６ ３２６
（６ ４５） （６ ３９） （６ ５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１

２ 跨境资本流动对不同性质银行的异质性影响

表 ５报告了在基准模型中引入银行性质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其中城农商行为

参照组。 第 （１） 列显示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前系数为 １ ５６１， 股份制银行与跨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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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流动交互项前系数为 １ ６７７， 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由于参照组为城农商行，
故 １ ５６１即该类银行不良贷款率受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影响的程度， 而股份制银行面

对的影响则为 ３ ２３８ （１ ５６１＋１ ６７７）。 国有银行与跨境资本流动交互项前系数不显

著， 表明其不良贷款率所受影响与城农商行差别不大。 第 （２）、 （３） 列分别显示

了跨境资本流入与流出强度对三类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 跨境资本两个方向流动

强度对异质性银行的影响模式均与总强度的影响模式一致。 回归结果表明： 跨境资

本流动对股份制银行信贷风险的加剧作用大于对城农商行的加剧作用； 国有银行信

贷风险所受负面影响与城农商行差别不大， 均低于股份制银行所受影响。 这支持了

假说 Ｈ６。

表 ５　 跨境资本流动对不同性质银行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ｋ （城农商行） １ ５６１∗∗∗

（０ ４２）

ｋ × 国有银行
０ ３６６
（０ ６４）

ｋ × 股份制银行
１ ６７７∗∗∗

（０ ５１）

ｋｃ （城农商行） １ ３９０∗∗∗

（０ ４４）

ｋｃ × 国有银行
０ ３６０
（０ ６８）

ｋｃ × 股份制银行
１ ７５７∗∗∗

（０ ５４）

ｋｄ （城农商行） １ ６４３∗∗∗

（０ ３９）

ｋｄ × 国有银行
０ ３６９
（０ ６０）

ｋｄ × 股份制银行
１ ５９２∗∗∗

（０ ４６）

常数项
９ ５９９ ９ １７０ ９ ６９９
（７ ０８） （７ １６） （６ ９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 １２２ ０ １１８ ０ １２５

（三） 扩展研究： 地区特征的调节效应

１ 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表明， 制度环境指数每上升 １单位， 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和流入及流

出强度对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影响分别减少 ７ ８２３、 ８ ４１７ 及 ７ １６３ 个百分点。 流入

与流出两个方向的结果均与总强度的结论一致。 由上述结果可知， 制度环境的改善

将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加剧作用， 也即优化制度环境将有效提

升开放环境下银行的信贷风险抵御能力。 由本文对制度环境指数的构造方法可知，
制度环境改善表明政府干预行为减少、 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扭曲程度降低， 社会稳

定程度提高、 地区信用环境改善、 金融市场信息提供能力增强。 鉴于此， 制度环境

的优化可以为金融交易带来更高质量的信息， 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从而有利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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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风险识别能力的提升， 最终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２ 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表明， 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每上升 １个单位， 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 流

入及流出强度对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影响分别减少 ０ ５９８、 ０ ５９９ 及 ０ ５８５ 个百分点。
由此可知， 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加剧作用

越小。 这可能是因为发展水平较高的金融市场即使在跨境资本大量流动的条件下也

将释放出相对准确的价格信号， 引导银行更为准确地识别风险， 降低跨境资本流动

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干扰作用， 从而降低银行最终承担的信贷风险。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 ２４５ 家商业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 考察了跨境资

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 研究表明， 跨境资本流入与流出强度及流动总强度

对银行信贷风险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表明： 跨境资本流入与流出强度及流动

总强度的上升均会加剧银行信贷风险，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助推效应显

著。 对此， 可采取如下几方面的应对措施： 短期而言， 可适当减缓金融开放速度，
在金融经济及宏观经济稳定性较低的时期降低跨境资本的流动强度。 长期而言， 应

在微观层面加快银行体系的结构改革， 加强其风险管理能力， 规范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 谨慎、 合理推进银行业的避险金融工具设计， 从而降低以银行系统为主导的金

融体系结构脆弱性； 同时应在监管层面加强对离岸金融机构的监管， 完善离岸金融

法律体系。
此外， 本文还进一步从银行性质、 跨境资本类型层面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

行信贷风险影响的异质性特征， 研究发现： （１） 跨境资本流动对股份制银行信贷

风险的助推力度最大， 对城农商行与国有银行信贷风险的助推力度相当。 这表明：
股份制银行在金融开放环境下将面临更大风险。 对此， 应加强股份制银行的信息获

取能力与风险管理水平。 （２） 直接投资资本流入与流出强度对银行信贷风险分别

具有显著的抑制与助推作用； 这一对冲作用使得直接投资资本流动总强度对银行信

贷风险的影响不显著。 与之相对， 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 流出及流动总强度均显著

助推银行信贷风险。 因此， 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助推作用主要由

间接投资资本流动引致。 这表明： 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应遵循 “先流入后流出、 先

长期后短期、 先直接后间接” 的实施原则。
最后， 本文考察了制度环境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对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信贷风

险关系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 制度环境的改善与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提升将

有助于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助推作用。 这表明： 优化制度环境将有

效提升开放环境下银行的信贷风险抵御能力。 因此， 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安排上，
可以考虑在制度环境达到成熟前先行放缓； 在制度环境优化到一定水平后再着手加

快。 此外， 政府应加快推进及完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建设、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以

此来提升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及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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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ｅ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Ｆｌｏｗ

ＧＵ Ｈａｉｆｅｎｇ　 ＹＵ Ｊｉａ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ｎ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Ｂｙ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２４５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７，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ｎ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ｆｌｏｗ ｗｉｌｌ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Ｏｎｅ ｕｎｉｔ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ｆｌｏｗ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ａｉｓｅ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ｂｙ １ ５１７， １ ７６６ ａｎｄ １ ６８６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ｕｔ⁃
ｆｌｏｗ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ｖ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ｎ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ｎ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ｕｓｈｅｓ ｕｐ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ｎ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ｈ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ｅｑｕｉｔｙ ｂａｎｋｓ， ｗｈｉｌｅ ｈａ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ｓ． （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ｎ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Ｂａｎ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ｙｐ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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