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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尧 引 言

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

银行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会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剧商业银行的

风险（BIS，2009）。因此，在危机之后，以宏观审慎监管为目标

的《巴塞尔协议芋》应运而生，要求监管当局在最低资本监管

的基础上增加逆周期监管。目前我国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就

是建立完善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其中一项重要的

要求就是要针对金融体系潜在的顺周期性，采取逆周期监管

政策和措施。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缓冲是否具有顺周期性？这是

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本文将采用我国上市银行2001 ~ 2010

年的动态非均衡面板数据，考察我国银行业资本缓冲的顺周

期性，并就其是否适合作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提出相应

的政策建议。

二 尧 文 献 综 述

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Minsky

（1992）提出了“金融体系脆弱性假说”，并简单地分析了金融

系统的顺周期性。繁荣时期贷款人的贷款条件越来越宽松，而

借款人积极地利用宽松有利的贷款环境扩大借款，银行和企

业都会认为繁荣的趋势会继续下去，从而对未来有更加乐观

的预期，贷款规模盲目扩张，导致了金融脆弱性不断累积，在

经济繁荣时期就已经潜伏着危机。Borio（2001）和White

（2006）等人分析了金融体系中的顺周期现象，说明了风险的

认知、风险承担意愿等都会随经济波动而变化。对于大部分国

家而言，银行是最主要的金融中介，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也更

多地表现为银行的顺周期性。基于1979 ~ 1999年的相关数据，

Furfine和Bikker等人曾先后对OECD部分国家做了实证分析，

研究表明信贷数量和银行利润在经济繁荣期增加，在经济衰

退期下降，而银行损失准备的计提和资本充足率在经济繁荣

期下降，在经济衰退期增加。

在发现银行的顺周期行为后，学者们也研究了如何解决

资本的顺周期问题。建立动态的资本监管机制已成为国内外

学者的共识。Yoshinot等从理论视角分析了如何根据各国具

体国情及经济周期的变化情况来构建动态资本，实现资本监

管的逆周期。Bernanke则认为建立前瞻式的拨备制度是缓解

顺周期性的一个可行方法。周小川认为，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对

银行业的监管中，资本充足率要求是最重要的约束机理之一。

为了克服现有资本充足率的周期性，可以让负责整体金融稳

定的部门发布季度景气与稳定系数，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可

以使用该系数乘以常规风险权重后得到新的风险权重，进而

得出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其他控制标准来反映整体金融稳定的

逆周期要求。

理论上认为，资本状况较差的银行存在着放大经济周期

影响的倾向。因为这类银行在经济下行期时可能更容易面临

紧急的信用风险。这个时候，他们通常有两个选择来防止资本

充足率低于监管要求：淤提高自身的资本。但是，这个方法似

乎在经济下行期中行不通，因为外部的资金来源非常稀少而

且很昂贵，而且低回报率也导致留存收益的方法不可行。于减

少加权风险资产。然而，银行的资产通常不在市场上流通，而

且在经济不景气时资产价格会被过度低估。如果变卖资产，就

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以选择通过减少贷

款来降低加权风险资产。但是如果过度减少贷款，可能会导致

贷款供给低于正常的企业借款需求，那么，经济危机将会被进

一步放大。

现行研究通常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检测这个假设：第一

个方法是分析在经济周期波动时银行资本金对贷款的影响。

Grambacorta和Mistrulli（2004）采用这个方法研究发现在经济

下行期，低资本充足率的银行确实存在被迫减少放贷额度的

倾向。第二个方法就是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对银行资本缓冲的

影响。Ayuso等（2004）和Lindquist（2004）的研究表明，资本缓

冲具有逆周期性。Borio等（2001）和Ayuso 等（2004）研究银行

近视行为时发现在经济周期下行时期，银行会扩大贷款组合

而不是相应地增强资本缓冲。这样当经济出现下滑时，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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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缓冲不能完全吸收银行的信用风险。因此，银行必须提高

它们的资本缓冲来应对贷款的减少。

以上两种方法都存在着缺陷：第一种方法没有考虑经济

波动对银行资本缓冲的影响。第二种方法虽然很清晰明白地

构造了银行资本缓冲模型，但是回归经济周期的资本缓冲不

能区分出银行调节资本缓冲时的动因，也就是说，贷款需求是

供给方的影响还是需求方的影响。因为众所周知，贷款需求的

波动是顺周期的，需求方影响可以通过对加权风险资产的作

用来形成资本缓冲的逆周期行为。然而，这个资本缓冲的逆周

期行为并不是银行的近视行为。更进一步，第二种方法没有考

虑经济周期波动对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

本文运用第二种方法，即研究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

经济周期行为，但是会回避这些概念性的问题。首先，如果可

以表明银行资本金对银行资本缓冲有影响，那么可以说其暗

示了供给方影响的存在。为此，本文会检验银行资本金的不对

称性。第二，除了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对银行资本缓冲的影响，

我们还会探讨导致其影响的因素。为了完成检验，我们将资本

缓冲分解成资本和加权风险资产，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对这两

项的影响。因为加权风险资产的变动与银行贷款高度相关，因

此，加权风险资产的变化表明贷款的变化。

Stolz 和Wedow(2006)通过研究从1993 ~ 2004年德国银行

的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发现资本缓冲对国有银行的

波动影响大于股份制银行。因此，除了研究我国上市银行的整

体情况，我们还将其分组成国有上市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

来探讨两者的经济周期行为是否有差异。

三 尧研 究 假 设

本文沿用Stolz和Wedow（2006）的研究框架，建立回归模

型，通过研究银行资本缓冲的经济周期行为以及剖析其相关

影响因素，做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经济周期波动对银行资本缓冲的变化没有影响。

经济周期波动，会对商业银行直接产生两种影响。第一是

影响银行的信用风险。若经济出现下滑，银行需要面对客户大

量取款和企业无法还款等问题时产生的信用风险，这个影响

是作为供应方的影响。第二是影响银行的贷款需求。经济出现

下滑，最直接反应的是企业生产能力下降，产品滞销，企业不

敢向银行贷款，银行放贷困难，影响银行的收入，使银行利润

率减少。

假设2：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缓冲比国有商业银行具有更

强的经济周期行为。

我国上市的银行有16家，包括5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1家股

份制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资产规模、管理水平和应对

风险的能力与国有银行有着很大的区别。一般来说，由于国有

商业银行近乎垄断，即便出现了强烈的经济波动，国有商业银

行的风险应对能力比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强得多。因此，在经济

出现下滑的时候，股份制商业银行会更加注意自身的资本充

足率状况，采用各种方法提高资本缓冲来应对风险。所以假设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比国有商业银行具有更强的经济

周期行为。

四 尧 实 证 分 析

（一）模型设计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验证中国16家上市银行的资本缓

冲是否具有周期行为以及银行的自身的控制变量如何影响银

行的资本水平。银行为了避免由于信用风险的发生而无法达

到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需要多持有多余的资本，这就是资

本缓冲。具体来说，资本缓冲就是银行的所持有的巴塞尔协议

要求的资本净额和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减去8%。本轮国际金

融危机后，世界各国为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而提出的逆

周期调节手段，要求银行在经济环境有利的时候储备更多资

本，扩大缓冲的空间，以便在周期轮转时，应对他们所承担的

风险，同时在经济转差时，仍有能力继续向信贷状况良好的客

户提供贷款，避免出现信贷紧缩。然而保持过多的资本是有机

会成本的，银行对保持资本缓冲的好处和成本进行权衡后将

决定其自身的最优资本缓冲水平。以上的分析取决于两个基

本前提：淤银行不能及时调整其资本和风险资产。于银行若达

不到最低资本监管要求将会面临监管当局的监管措施，比如

对银行贷款发放的审批限制等。银行的目标在于保持符合其

实际情况的最优资本缓冲水平（BUFi，t鄢），往往难以观测，但

其是动态连续的，可由经济周期和银行自身实际情况决定，因

此可用上期资本缓冲水平BUFi，t-1来表示。银行资本缓冲水

平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BUFi，t=琢0+琢1BUFi，t-1+琢2GGDPt+琢Xi，t+ui，t （1）

其中：BUFi，t是银行 i在时期 t的实际资本缓冲水平，

G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用来作为经济周期的衡量指

标，Xi，t是银行i在时期t的自身控制变量，琢1=1-琢，误差项ui，t

由银行特定误差u1随机误差项着i，t构成。因此ui，t=u1+着i，t，并

且u1 ~ IID（0，滓u2），着i，t ~ IID（0，滓着2）。式（1）中，如果琢2为正，

则说明资本缓冲有顺周期特征。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1）资本缓冲（BUF）：银行所持有的超过最低资本要求的

多余资本。

BUF= -8%

（2）银行资本（CAP）：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银行资

本总额。

CAP=核心资本+附属资本

其中：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股本、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附属资本包括重估储备、

一般储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

（3）加权风险资产（RISK）：为对应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

乘以相应风险系数求和所得到的带有风险的资产额。

2. 解释变量。

（1）国内生产总值增速（GGDP）：GGDPt =lnGDPt -

lnGDPt-1。

（2）总资产回报率（ROA）：ROA= 。银行
税前净利润

总资产

银行资本

加权风险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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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回报率对资本缓冲水平的影响尚不明确。

（3）银行规模（SIZE）：SIZE=ln（Total Asset）。一般认为银

行规模对于资本缓冲呈负相关影响。

（4）银行风险。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与资本和加权风险资

产有关，为了达到最小的资本充足率，银行可能会增加资本或

者减少加权风险资产，如果银行通过增加资本而提高资本充

足率，银行会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以弥补因为多持有资本而

带来的机会成本，因此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与银行风险有正

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银行通过减少加权风险资产而提高资本

充足率，银行的风险将会随着加权风险资产的减少而降低，银

行的资本缓冲水平与银行风险有负相关关系。银行的风险可

以由贷款减值损失和不良贷款率衡量。

淤贷款减值损失（LOSS）：LOSS=贷款损失准备金/总资

产。

于不良贷款率（NPL）：NPL=不良贷款/贷款总额余额。

盂流动性资产率（LIQUID）：LIQUID=（可供出售证券+

存放同业）/总资产。

流动资产变现能力强是补充资本金的一个很好途径，拥

有较多流动资产的银行不需要持有太多的资本缓冲，流动资

产率与银行资本缓冲是负相关关系。

3. 虚拟变量。国有上市银行或非国有上市银行（dyPUB）：

如果是国有上市银行，则令dyPUB=1，否则dyPUB=0。

因此，模型设定为:

BUFi，t=Ci，t+茁1BUFi，t-1+茁2GGDPt+茁3ROAi，t+茁4SIZEi，t+

茁5LLOSSi，t+茁6NPLi，t+茁7LIQUIDi，t+茁8dyPUBi，t （2）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我国上市的16家银行2001~ 2010年数据，包括5

家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和交通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

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合计160

个样本，数据来源为Wind资讯和CSMAR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在进行估计之前对每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

所选变量都是平稳的。对5个银行控制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

验，结果显示，变量只存在较弱的相关性，不会对模型造成太

大影响，可以将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模型中。经过F检验，结果显

示F=3 477，因此变截距模型比较合适，此后利用Hausman检

验，结果显示chi2（8）=44.925，{Prob.>chi2}=0.000 0，因此个

体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更合适。

2. 回归结果。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模

型结果，以下包括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BUFi，t=Ci，t+茁1BUFi，t-1+茁2GGDPt+茁3ROAi，t+茁4SIZEi，t+

茁5LLOSSi，t+茁6NPLi，t+茁7LIQUIDi，t+茁8dyPUBi，t （3）

上表的回归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程度更满足

假设。固定效应模型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对资本缓冲的影

响非常显著，而随机效应模型下，GGDP与BUF的关系不显

著，且为负，因此我们以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作为后续分析的

基础。另外滞后一期的资本缓冲、资产规模、总资产收益率、不

良资产贷款率、是否是国有商业银行对资本缓冲也有显著的

影响。

资本缓冲

银行资本

加权风险资产

经济周期

盈利能力

规模

信用风险

流动性

虚拟变量

CAR

CAP

RISK

GGDP

ROA

SIZE

LLOSS

NPL

LIQUID

dyPUB

变 量 定 义

资本充足率-8%

核心资本+附属资本

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

总资产回报率

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贷款损失准备/总资产

不良贷款/贷款总额

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存放同业冤/总资产

国有上市银行为1袁非国有上市银行为0

变 量

表1 变 量 列 表

变 量

BUF

CAP

RISK

ROA

SIZE

LIQUID

NPL

LLOSS

dyPUB

Mean

0.023 8

0.063 0

0.559 4

0.759 7

27.368 5

0.217 5

0.055 8

0.013 5

0.312 5

Std. Dev.

0.039 7

0.018 1

0.064 4

0.038 18

1.608 6

0.071 9

0.072 2

0.008 4

0.464 9

Min

-0.094 7

0.021 2

0.426 7

0.020 0

22.574 2

0.061 8

0.003 3

-0.000 2

0.000 0

Max

0.226 0

0.137 1

0.757 0

1.720 0

30.230 6

0.497 7

0.306 6

0.069 9

1.000 0

表2 样本的统计性描述

变 量

BUF（-1）

GGDP

LLOSS

LQUID

NPL

ROA

SIZE

DYPUB

固定效应模型

-0.166 280鄢鄢

（-2.126 580）

2.176 263鄢鄢鄢

（4.435 379）

-0.293 993
（-0.528 586）

-0.038 692
（-0.827 781）

-0.249 756鄢鄢

（-2.429 219）

0.045 753鄢鄢鄢

（4.066 090）

-0.007 023鄢鄢

（-2.014 205）

0.023 335鄢

（1.982 394）

随机效应模型

-0.037 531
（-0.596 311）

-0.163 388
（-1.085 175）

-0.223 289
（-0.428 579）

-0.014 633
（-0.349 016）

-0.171 570鄢

（-1.967 785）

0.069 306鄢鄢鄢

（8.199 888）

-0.008 190鄢鄢鄢

（-3.055 508）

0.022 021鄢鄢

（2.342 426）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注院鄢鄢鄢尧鄢鄢尧鄢分别表示估计量在1%尧5%尧10%水平下

显著遥括号内数字代表t统计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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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BUF（-1）

GGDPt鄢dyPUB

GGDP鄢（1-dyPUB）

LLOSS

LQUID

NPL

ROA

SIZE

固定效应模型

-0.165 947鄢鄢

（-2.187 028）

2.350 313鄢鄢鄢

（4.974 923）

2.084 697鄢鄢鄢

（4.308 569）

-0.210 117
（-0.385 082）

-0.029 584
（-0.640 999）

-0.252 242鄢鄢

（-2.557 046）

0.043 670鄢鄢鄢

（4.013 313）

-0.008 481鄢鄢

（-2.566 231）

随机效应模型

-0.034 387
（-0.554 145）

0.022 680
（0.144 811）

-0.211 857
（-1.378 504）

-0.167 401
（-0.326 616）

-0.008 577
（-0.207 101）

-0.179 334鄢鄢

（-2.151 843）

0.068 531鄢鄢鄢

（8.273 867）

-0.008 946鄢鄢鄢

（-3.459 156）

表4 国有商业银行和非国有商业银行估计结果

阴窑20窑 援 下旬

（1）资本缓冲的顺周期特征。模型表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

的资本缓冲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呈正相关关系，显现出顺

周期特征，这正符合此次金融危机过后巴塞尔协议的逆周期

监管理论。解释变量GGDP的回归系数为2.176，在1%的水平

上显著，即经济增长率上升1%，资本缓冲水平也同时上升

2.176%，这个结论与假设吻合，说明中国的商业银行对资本缓

冲的调整有前瞻性。

（2）当期资本缓冲水平与前一期的资本缓冲水平显著负

相关性，可见资本缓冲的动态连续性。系数为-0.166，说明当

期的资本缓冲水平是对上一期资本缓冲水平的反方向平稳调

整，调整力度不是很大。

（3）资本缓冲水平与银行规模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规模大

的银行拥有更好的投资机会和分散化投资组合，因此外部经

济环境恶化对银行资本造成较大冲击的可能性较小，且由于

金融监管环境中“大而不倒”的监管理论，规模大的银行不用

持有过多的资本缓冲。

（4）总资产收益率对资本缓冲水平有正相关影响。收益率

高的银行有较多的留存收益，银行可以低成本增加资本，提高

资本缓冲以备不时之需，因此有较高回报率的银行常常也会

有较多的资本缓冲。

（5）虚拟变量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国

有上市银行比非国有的上市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缓冲。说明

国有的商业银行比非国有的商业银行具有更长远的和审慎的

资本充足管理，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比非国有商业

银行更好，在面临资本金危机时能有更大的规避风险的能力。

（6）流动性资产占总资产比率和贷款损失准备占总资产

的比率对资本缓冲的影响不显著。

国有商业银行和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的周期特征

哪个更为明显？前面的模型中的虚拟变量为截距虚拟变量，只

是体现国有商业银行和非国有商业银行资本缓冲水平的区

别，现将虚拟变量设为斜率虚拟变量，与变量GGDP相乘，用

来反映国有商业银行和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周期特征哪个

更明显。

将模型重新设定为：

BUFi，t=Ci，t+茁1BUFi，t-1+茁2GGDPt鄢dyPUB+茁3GGDP鄢

（1 -dyPUB）+茁4ROAi，t +茁5SIZEi，t +茁6LLOSSi，t +茁7NPLi，t +

茁8LIQUIDi，t （4）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经过 Hausman 检验表明固定效应

模型更适合。变量GGDPt鄢dyPUB和GGDP鄢（1-dyPUB）均是

显著为正，并且变量GGDPt鄢dyPUB的系数比GGDPt鄢（1-

dyPUB）更大，可以看出资本缓冲的经济周期特征在国有银行

和非国有银行之间的不对称性。经济增长率增加1%，国有商

业银行的资本缓冲增加2.35%，而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

增加2.08%，表明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周期行为比非国有商业

银行的经济周期行为显著。这个结果并不能说明非国有商业

银行比国有商业银行短视，但意味着非国有商业银行对经济

周期的影响不如国有商业银行敏感，或者在调整其资本缓冲

水平时比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更多的限制。

五 尧结 论

1. 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有经济周期特征，这表明中

国的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阶段时会适当提高资本缓冲以避免

在经济进入衰退时期时银行资本充足率达不到监管要求，并

且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因为之前一直保持着充足的资本金，因

此银行的充足资本金压力很小，能在经济衰退时继续放贷，帮

助经济及早复苏。总之，从模型中看出中国的商业银行资本充

足的周期行为满足了现在正流行的逆周期监管要求，在经济

上行时收缩贷款抑制经济过热，在经济下行时不会紧缩贷款

影响经济复苏。

2. 中国的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管理上体现出主动性

而不是被动地随贷款需求量而变动。在经济繁荣贷款需求增

加时，商业银行不会因此放松贷款，相反还增加了资本缓冲，

在经济萎缩时，通常商业银行都会因为流动性紧缩而减少贷

款，然而中国的商业银行却不会紧缩贷款，因此会增加加权风

险资产，使得资本缓冲水平降低。

3. 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不良贷款率，总资产回报率均对

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4. 由于新的巴塞尔协议提出要在2016年开始全面实施新

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即各国的商业银行都应保持的超额资本

缓冲水平，并且要求各成员国进行逆周期的资本充足水平监

管，在我们设定的模型中，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现了逆周期审慎

的资本充足管理目光，所以未来新的巴塞尔监管对中国的银

行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

六 尧政 策 建 议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 监管部门应建立动态的审慎的逆周期监管框架，尽管

实证表明中国的商业银行具有顺经济周期行为，监管部门应

该更进一步增强银行的资本缓冲的顺周期行为，帮助银行利

用资本缓冲更好地改变银行系统在不同经济周期的风险水

平，使整个银行系统的周期性不会加大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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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

CAP

RISK

GGDP

ROA

SIZE

LIQUID

LLOSS

NPL

BUF

1.000

0.908

-0.306

-0.012

0.689

4.24E-05

0.117

-0.381

-0.357

CAP

1.000

0.085

-0.022

0.704

0.065

0.095

-0.354

-0.362

RISK

1.000

0.048

-0.065

0.071

-0.038

0.141

0.020

GGDP

1.000

-0.047

-0.017

-0.165

0.051

0.009

ROA

1.000

0.258

0.231

-0.450

-0.536

SIZE

1.000

-0.022

0.048

-0.205

LIQUID

1.000

-0.234

-0.337

LLOSS

1.000

0.782

NPL

1.000

附录： 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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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正处在高速成长期，为使小额贷款公司认清行业竞争环境，选择最佳竞争战略参与市

场竞争，需要对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竞争态势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根据迈克尔·波特的“行业五种竞争力”模型对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竞争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 中小企业 微型企业 行业 竞争

毕鹏翾

渊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会计系 郑州 451191冤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竞争分析

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社会组织投

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

或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迈克尔·波特的“行业五种竞争力模型”

分析，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各种竞争力量主要包括小额

贷款公司之间的竞争、潜在进入者威胁、替代品威胁、供应方

压力、需求方压力等五大力量。

一、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之间的竞争

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其业务范

围被限定在注册所在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放贷款。换言

之，小额贷款公司之间的竞争仅限于在同一县（市、区）内注册

的小额贷款公司。截止 2011年底，虽然全国已建立 4 282 家

小额贷款公司，但由于它们绝大多数不在同一县（市、区）内，

因此它们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竞争。即使部分县（市、区）设立了

2个或 2个以上的小额贷款公司，但由于目前的小额贷款公

司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当地中小企业旺盛的资金需求，因此处

于同一县（市、区）内的小额贷款公司几乎不需要竞争。

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属于朝阳行业，正处在高速成长期，未

来在同一县（市、区）内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会逐渐增多。例

如，截止 2011年底浙江省温州市的龙湾区已经建立 3家小额

贷款公司：2009年 1月成立的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9月成立的振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 2011年 11

月成立的富际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而在未来 3年内，龙湾

区将使小额贷款公司总数扩至 8家以上，它们之间的竞争会

逐渐显现。

上海市的《关于促进本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0年修订版）中显示：对运行良好、资本雄厚、成效显著、

而是熨平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使经济的运行更加平稳。

2. 虽然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较高，但是，监督

部门依然需要加强监管。同时，银行应到寻找最佳的资本缓冲

水平，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高资本缓冲，以至于抑制经济增长。

3. 对国有商业银行和非国有商业银行应当进行不同的

资本充足率监管，逐步推进。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商业

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明显比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水平

低，国有商业银行因为在上市之前剥离了大量不良资产并且

有汇金公司的支持，其满足资本金要求的压力不大，如果能考

虑到不同性质银行的具体情况，对不同的银行实行不同的监

管要求，循序推进，可缓解非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达到监管要求

的过大压力，有利于金融系统整体的完善。

【注】本文系广东省 2011年度会计学会科研课题 野商业

银行贷款拨备监管政策研究冶渊编号院20111105冤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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