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银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

击和影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引发了金融监管机

构和学者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反思，也引起了监管当局对金融

监管理念的反思。在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监管当局对金

融监管的思路进行了调整，而为了应对国际性危机，欧盟委

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也于2009年6月通过了《欧洲金

融监管改革方案》，该方案于 2010 年生效。巴塞尔委员会通

过的《巴塞尔协议Ⅲ》中也体现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

慎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方案，确立了银行业监管全新的国际

标杆。

同样，在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也对银行业监管进行了

调整。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并于 2013年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银行业作为金融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

的核心，对银行业风险及其传染的监管直接关系到金融系统

乃至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那么，在当前背景下研究我国商

业银行风险及其风险传染对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的稳健性和

国际竞争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系统性风险。单个商

业银行安全并不代表整个银行业的稳健，商业银行业中有系

统性风险存在。系统性风险是指某家商业银行或者银行系统

的一部分受到某种冲击后，这种冲击会通过业务往来、资产

价格联动（co-movement）、系统流动性（liquidity commonality）、

公允价值计量准则（fair value）、市场恐慌、银行挤兑等途径传

染至其他商业银行，对整个行业产生冲击，最终影响实体经

济的发展。系统性风险的传染过程类似于多米诺骨牌，因为

风险的传染最终会放大整个行业中各个银行的风险。那么，

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如何表现？各个银行之间风险如何传

染？这些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和研究。

第二，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有

一定的冲击。利率市场化给商业银行带来最直接的挑战主要

是负债的不稳定性，商业银行需要做好平衡收益性和流动性

的工作。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对商业银行来说是有利有弊

的：既可以为商业银行带来收益，也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流

动性危机。2013年“钱荒”事件带来了同业拆放利率飙升，显

示了商业银行流动性的不足。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商

业银行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第三，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冲击。互联网金融

的快速发展也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有推动作用。除此以

外，互联网金融在大数据开发这一块要远远优于传统商业银

行。互联网金融利用互联网这一渠道的优势，不仅可以发现

潜在的客户需求，而且可以更为有效地对风险进行监管。因

此，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主动加快

经营模式转变。但这一转型过程中，商业银行同样会面临一

些全新的风险因素，这也是商业银行需要关注的地方。

因此，为了维持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和持久性，防范

商业银行风险以及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有必要对商业银行风

险及其风险传染进行度量和分析，并提出行之有效的风险管

理政策。只有有效控制金融机构个体风险以及个体之间的风

险传染，才能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才能减少金融系统给整

个经济系统带来的不良冲击。

【摘要】在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受到了来自互联网金融的冲击。

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以及商业银行之间风险传染进行了度量和分析，利用在险价值（VaR）和期望损失（ES）

两种风险度量工具对七家重要银行的风险进行度量，同时利用条件在险价值（CoVaR）和△CoVaR对商业银行的风险传

染进行度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尾部风险存在，并且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较大；我国商业银行之间存在较强

的风险传染，该现象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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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商业银行风险研究综述

风险度量与管理理论经历了很长的发展和完善阶段。传

统风险度量主要是利用方差（或者标准差）来衡量金融机构

或标的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标准差来

度量风险可以较为有效地实施风险管理。但是，基于传统方

差（或标准差）的风险度量方法对金融风险的度量存在一些

缺陷：例如，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分布要求为正态分布等。在实

际应用中，如果金融机构风险分布出现尖峰后尾的情况，该

方法对风险的度量往往会出现很大的偏差。为此，G30集团

提出了一种新的度量市场风险的方法——在险价值法

（VaR，Value at Risk）。其后 J. P. Morgan进一步推广了对在

险价值的应用。截至目前，在险价值（VaR）方法已成为风险

度量的主要方法之一。

在国内也有较多的学者对风险度量和风险管理进行了

研究。一些学者也将在险价值（VaR）应用于商业银行风险度

量和管理中。例如胡杰等（2005）比较了在险价值（VaR）和条

件在险价值（CVaR）的应用，并分别指出了两种度量方法的

优劣。戴国强等（2000）、刘红卫和孙文涛（2014）也阐述了在

险价值（VaR）模型如何应用于金融风险管理。一些学者将在

险价值（VaR）应用于商业银行特定风险度量。例如，商业银

行利率风险（海威，2010）、银行资产负债风险管理（迟国泰

等，2000）、商业银行风险监管（刘宇飞，2000）。可见，在险价

值（VaR）在商业银行风险度量和管理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广

泛的讨论和应用。而且，在金融业界同样也有一些机构将

在险价值应用于机构风险管理，包括其持有资产风险暴露状

况等。

但是，在险价值（VaR）在度量风险时同样存在不足之

处。一些研究者指出在险价值（VaR）并不满足一致性风险度

量的性质，因此，该风险度量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些学者

对度量方法进行了拓展，主要包括条件在险价值（CVaR）

（Uryasev，2000）、期望损失（ES，Excepted Shortfall）（Acerbi

等，2002）等度量方法。这些方法既继承了在险价值的特征，

又能够满足一致性风险度量的原则。期望损失（ES）度量方法

的一个最重要的优点是该方法在风险度量中考虑了尾部风

险特征，并将尾部风险纳入风险度量中。此后，Yamai 等

（2002）、高全胜（2004）均将期望损失（ES）方法应用于风险度

量中。席金平和吴润衡（2009）将期望损失应用于商业银行风

险度量中。

由于上述两种风险度量方法均可以用于风险度量，且两

者考虑的视角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拟采用在险价值

（VaR）和条件在险价值（CVaR）这两种度量方法对我国商业

银行风险进行度量。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我们比较两

种风险度量之间的差异，发现商业银行尾部风险特征，研究

商业银行尾部风险是否较大。另一方面，利用两种风险度量

方法——在险价值（VaR）和期望损失（ES）对商业银行风险

大小进行度量，从而有助于提出更为完善的商业银行风险管

理政策建议。

（二）商业银行风险传染研究综述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研究的商业银行风险传染主

要是指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传染，并不包括商业银行内部风

险的传染过程分析。

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传染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得到

了业界和学界的普遍关注。金融危机暴露出了金融业的系统

性风险，而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为微观金融机构的风险传

染。Billio等（2012）指出系统性风险将会威胁金融系统稳定性

和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ECB（2010）也指出金融系统性

风险损害实体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分配。吴卫星等（2014）对

金融业风险传染渠道进行了综述，阐述了金融机构之间的风

险主要会通过业务往来、资产价格联动、系统流动性、公允价

值计量准则、市场恐慌、挤兑等多种途径传播，最终对整个金

融业产生影响，甚至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冲击。

因此，对商业银行之间风险传染的研究成为本文的另一个研

究主题。本文拟对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溢出大小进行度量和

分析。

Bandt 和 Hartmann（2000）指出“金融传染”（financial

contagion）是银行业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的核心，是危

机或者风险由一个机构（或者市场、系统）向其他机构（或者

市场、系统）的传染过程。这种风险传染可能是单向的，也可

能是双向的；同时，金融机构之间风险传染强度可能也会呈

现出非对称的情况。Adian和Brunnermeier（2009）引入了条件

风险价值（CoVaR）度量这种风险传染。该指标度量的主要是

当单个金融机构或几个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时（以风险值大于

某个阈值作为条件），其他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大小（在险价

值来表示）。此后，条件在险价值（CoVaR）被广泛运用在风险

溢出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度量中（朱元倩和苗雨峰，2012；范

小云等，2011）。李玉贤（2012）、杨有振和王书华（2013）、马亚

芳和潘凌遥（2013）、郭卫东（2013）均将条件在险价值

（CoVaR）运用在我国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传染中。高国华和

潘英丽（2011）将条件在险价值（CoVaR）拓展到动态度量范

畴，并利用动态条件在险价值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传染进行

了实证分析。同样还有一些学者利用△CoVaR对商业银行风

险进行度量，具体可见王永巧和胡浩（2012）、周强和杨柳勇

（2014）的研究。

因此，本文将利用条件在险价值（CoVaR）和△CoVaR

来度量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及其风险传染大小，并基于此进

一步对商业银行风险传染进行分析，研究具体哪些因素会影

响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传染，然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商

业银行有效的风险传染管理政策，以及对金融行业系统性风

险的监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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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与风险传染度量方法

（一）商业银行风险度量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在险价值（VaR）和期望损失（ES）来对商

业银行风险进行度量。在险价值（VaR）是在特定的置信水平

α、特定时间段内，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潜在的最大损失。其本

质为一分位数，数学表达式如下：

Prob（△V<VaR）=α （1）

其中：△V为随机变量，表示商业银行在特定时间内的

损失；VaR表示在险价值；α为给定置信度；Prob（）表示事件

的概率。由在险价值（VaR）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到：

其中：r为商业银行的收益率；V0为商业银行的初始价

值；Zα为α下对应的分位数；σ表示商业银行收益的波动率；T

为测度期限。

根据在险价值（VaR）的定义，在险价值（VaR）对风险进

行度量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在这里，利用在险价值（VaR）对

商业银行风险进行度量实际上是将商业银行看作一项金融

资产。在下文数据说明里我们会进一步说明采用何种数据来

分析商业银行风险。

考虑到商业银行金融风险分布往往会呈现出尖峰

（High Kurtosis）、厚尾（Fat Tail）现象，这里我们进一步考虑尾

部风险特征，利用期望损失（ES）来对商业银行风险进行度

量。期望损失（ES）实际度量的损失大于在险价值（VaR）的损

失均值。期望损失（ES）的数学表达形式如下：

ES=E［f（x）|f（x）≥VaRα］ （3）

考虑尾部风险实际可以更完善地度量商业银行风险，特

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尾部风险（或称为极值风险）。实际上，全

球性经济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频发将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很大

的风险，将商业银行风险拖入风险分布的尾部。如果没有考

虑这种尾部风险，那么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度量将会是偏误

的，使得商业银行低估自身的风险，不利于商业银行的风险

控制和稳健经营。从实际经济含义的视角来看，期望损失

（ES）风险度量方法将商业银行尾部风险特征纳入风险度量

考虑范围，可以较为准确地度量商业银行风险，该度量方法

相比其他风险度量方法来说更为实用和有效。因此，本文除

了采用在险价值（VaR），也采用期望损失（ES）来度量风险。

（二）系统性风险与商业银行风险传染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主要是指单个商业银行或者部分商

业银行发生危机时，这种风险冲击通过各种渠道传染至其他

商业银行，最后使得整个银行系统产生较大冲击，威胁实体

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从系统性风险的定义可以看出，银

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重点在于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传染。本文

将从风险传染这一视角对商业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

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尚福林

等多次提及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要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前

提条件。本文在研究商业银行风险时需要关注商业银行之间

的风险传染。

从一些文献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来

源主要包括流动性传染、信息不对称导致风险累积、规模过

大（too big to fail）、金融一体化使得金融系统关联过强（too

interconnected to fail）、顺周期性以及公允价值会计度量准则

等因素。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使得风险不仅在商业银行之

间传染，而且有一个放大的效应，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

（domino effect）。这也就是说，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不仅在银

行之间传染着，而且这种传染的风险大于原本的冲击风险

本身。

商业银行之间风险传染的原因不仅仅局限于流动性传

染、信息不对称导致风险累积、规模太大等。我们知道，随着

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不断加速，商业银行系统之间

关联性越来越强。商业银行之间共同的影响因素太多，而差

异化的因素太少。例如，各家商业银行产品的定价系统基本

是相似或相同的，风险管理系统也是类似的。那么一家商业

银行出现了漏洞或者风险，其他商业银行也避免不了这些漏

洞和风险。此外，商业银行之间还存在资产互持、业务往来等

情况，这实际上就直接增加了商业银行之间相互风险传染的

渠道。

（三）基于条件在险价值（CoVaR）的风险传染度量方法

商业银行之间风险传染的度量方式中条件在险价值

（CoVaR）和△CoVaR较为流行。条件在险价值（CoVaR）主

要是指以在险价值（VaR）测度单个商业银行非条件性尾部

风险，来度量单个商业银行陷入危机对其他商业银行尾部风

险的影响。该方法是由Adrian 和Brunnermeier（2010）创立，创

新性地将系统性风险的度量与在险价值（VaR）联系在一起。

本文将采用条件在险价值（CoVaR）和△CoVaR来对商业银

行风险传染（也即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度量。

下面介绍两种风险传染度量方法条件在险价值

（CoVaR）和△CoVaR的计算方法。 是指商业银行 j

在商业银行 i处于风险暴露的条件下，置信度为α的在险价值

（VaR）。

在计算出条件在险价值（CoVaR）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

进一步计算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CoVaR。该指

标是指该商业银行陷入困境条件下的整个银行业的条件在

险价值（CoVaR）和该商业银行常态下的整个商业银行业的

条件在险价值（CoVaR）之间的差额，可表示为：

（5）

本文将用条件在险价值（CoVaR）和△CoVaR作为商业

银行风险传染的度量方法。两种方法度量的结果表示一家商

业银行对其他商业银行的风险传染（风险溢出）值。

VaR（r）=V0zα σ T （2）

CoVaRj|i
α

Prob（Xj≤ CoVaRj|VaRi

α |VaRi）=α （4）

△CoVaRj|i
α = CoVaR j|Xi =VaRi

αα - CoVaR j|Xi =Mediani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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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度量分析

（一）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商业银行风险度量可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公开

披露的信息，如证券市场数据、财务数据等。商业银行内部数

据可能很丰富，但是却很难获得。这里考虑到商业银行财务

数据主要是年度数据或者季度数据，无法对商业银行风险进

行有效反映，因此本文将选用商业银行的股票市场数据。股

票市场的数据为日度数据，可以较为有效地反映商业银行每

日的风险暴露情况。例如，如果某家商业银行出现了负面消

息，那么下一次开市日，这家商业银行的股票价格将会下跌，

但是这一信息无法在财务数据上得到及时的体现。这也说

明，选用股票市场数据是有效的。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万得（wind）资讯数据库，利用七家

我国系统性重要银行从2008年1月到2014年12月的数据进

行分析。七家重要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国建设

银行（CCB）、中国银行（BOC）、中国农业银行（ABC）、中信

银行（CCIB）、交通银行（BOCOM）和招商银行（CMB）。七家

重要银行的股票数据对数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

示。由于每家商业银行上市时间不一致，所以在样本量上是

存在差异的。

从不同商业银行的标准差可以看出不同商业银行风险

存在差异。从标准差度量方法上来看，交通银行（0.0215）、招

商银行（0.0257）和中信银行（0.0243）相比其他几家银行来说

风险暴露较大。从偏度指标来看，有五家商业银行对数收益

率出现了左偏，两家银行出现了右偏，七家商业银行均出现

了尖峰的现象。因此，说明七家商业银行的风险分布均不属

于正态分布。这说明，利用标准差度量商业银行风险是存在

缺陷的，实际上忽视了商业银行的尾部风险。考虑到商业银

行尾部风险的存在，本文采用在险价值（VaR）和期望损失

（ES）对商业银行风险进行度量分析是合理、有效的。

（二）商业银行风险度量

1. 基于在险价值（VaR）的商业银行风险度量。进一步，

我们利用在险价值（VaR）模型进行风险度量，分别取 p=

0.99、q=0.01和p=0.95、q=0.05。通过R软件编程计算，我们得

到各家商业银行的在险价值（VaR）如表 2所示。表 2中第二

列为q=0.01的情形下计算出的商业银行在险价值（VaR），第

三列为q=0.05的条件下计算出的商业银行在险价值（VaR）。

从表 2中在险价值（VaR）度量结果可以看出，利用VaR

方法的风险度量和传统标准差（或方差）风险度量结果有相

似之处，但是也存在差异。从表2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交通

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相比其他几家银行来说风险暴露

较大。与标准差度量方法不同的是，在VaR度量框架下，我们

同样可以发现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风险暴露也较大。

因此，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利用VaR风险度量技术，我们

可以发现一些在标准差度量方法下忽视的问题。

这里以q=0.01为例对商业银行风险进行说明。从表2中

第二列可以看出：在该情况下，基于在险价值（VaR）度量技

术的七家重要银行的风险值从大到小依次是：中信银行

（-0.0701）、招商银行（-0.0676）、交通银行（-0.0619）、中国建

设银行（-0.0534）、中国银行（-0.0525）、中国工商银行

（-0.0485）和中国农业银行（-0.0289）。

2. 基于期望损失（ES）的商业银行风险度量。从描述性统

计结果（表 1）可以发现，商业银行风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偏斜，所以需要进一步考虑尾部风险特征。基于此，我们进一

步利用期望损失（ES）来度量七家商业银行的风险值。

表 3分别列示了商业银行期望损失度量结果，其中第二

列为 q=0.01时计算出的商业银行期望损失值，第三列为 q=

0.05时计算出的商业银行期望损失值。这里以q=0.01为例对

商业银行风险度量结果进行说明。从表3的第二列可以看出：

在该情况下，基于期望损失（ES）度量技术的七家重要银行的

银行

ICBC

CCB

BOCOM

BOC

ABC

CMB

CCIB

q=0.01

-0.0754

-0.0717

-0.0839

-0.0699

-0.0357

-0.0974

-0.0882

q=0.05

-0.0434

-0.0443

-0.0535

-0.0430

-0.0240

-0.0612

-0.0579

银行

ICBC

CCB

BOCOM

BOC

ABC

CMB

CCIB

q=0.01

-0.0485

-0.0534

-0.0619

-0.0525

-0.0289

-0.0676

-0.0701

q=0.05

-0.0285

-0.0281

-0.0358

-0.0271

-0.0157

-0.0391

-0.0391

银行

ICBC

CCB

BOCOM

BOC

ABC

CMB

CCIB

样本量

1772

1594

1689

1772

912

1772

1696

均值

-0.0003

-0.0005

-0.0008

-0.0004

-0.0001

-0.0003

-0.0005

最大值

0.0958

0.0955

0.0961

0.0968

0.0964

0.0953

0.0961

最小值

-0.1233

-0.1064

-0.1095

-0.1048

-0.0460

-0.2120

-0.1055

标准差

0.0183

0.0180

0.0215

0.0175

0.0110

0.0257

0.0243

偏度

-0.0851

-0.0757

-0.1518

0.0610

0.8411

-0.2444

0.0581

峰度

6.7674

5.5977

3.9770

6.2401

8.3426

4.9315

3.1648

表 1 系统性重要银行对数收益率描述性统计

表 2 商业银行在险价值度量结果

表 3 商业银行期望损失（ES）度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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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值从大到小依次是：招商银行（-0.0974）、中信银行

（-0.0882）、交通银行（-0.0839）、中国工商银行（-0.0754）、

中国建设银行（-0.0717）、中国银行（-0.0699）和中国农业银

行（-0.0357）。

与表 2度量结果对比，可以得出商业银行风险特征的

两个结论。第一，所有商业银行风险暴露增加很多。也就是

说，考虑尾部风险特征情形下，商业银行风险将会增加。七家

商业银行的风险均有较大增加，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

管理中存在较大漏洞，需要加强对风险的管理，特别是这

种极值风险的控制。这类风险虽然爆发的概率较小，但是一

旦发生了危机，损失将是十分巨大的。第二，考虑尾部风险以

后，商业银行按风险大小排序的顺序发生了变化。考虑尾部

风险特征的风险度量和不考虑尾部特征的风险度量结果

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给商业银行需要关注尾部风险提供了

佐证。

五、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传染分析

（一）商业银行风险传染度量

利用条件在险价值（CoVaR）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度量时，

我们取p=0.99、q=0.01。这里以七家重要银行作为传染对象，

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为传染源的度量

结果如表4 ~表6所示。其他的传染源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进

行度量，这里予以省略。

1.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传染源。表4中第二列为商业银行

之间的条件在险价值（CoVaR），第三列为商业银行之间的

△CoVaR值。从表4可以看出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传染源对其

他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值。从条件在险价值（CoVaR）和

△CoVaR值来看，中国工商银行对招商银行的风险传染值最

大，其中条件在险价值（CoVaR）达到了-0.0873，而△CoVaR

为-0.0343；对中国农业银行的风险传染值最小，其中条件在

险价值（CoVaR）达到了-0.0483，而△CoVaR为-0.0162。中

国工商银行对其他商业银行风险传染的大小顺序为：招商银

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

2. 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传染源。表5列示了以中国建设银

行为传染源时，商业银行风险传染的结果。可以看出招商银

行仍然是受中国建设银行风险传染影响最大的一家商业银

行。其中条件在险价值（CoVaR）达到了-0.0953，而△CoVaR

为-0.0411。在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传染源的情况下，除中国农

业银行受到的风险传染较小之外，中信银行受到的风险传染

影响也较小。其中，中国农业银行条件在险价值（CoVaR）达

到了-0.0511，而△CoVaR为-0.0199；中信银行的条件在险

价值（CoVaR）达到了-0.0591，而△CoVaR为-0.0261。

3. 以交通银行为传染源。在以交通银行为传染源的情况

下，我们发现银行间风险传染强度更大。交通银行对其他

商业银行的风险传染强度如表6所示。其中，交通银行对中国

工商银行的风险传染强度以条件在险价值（CoVaR）表示

为-0.0903，以△CoVaR表示为-0.0367。交通银行对中国建

设银行的风险传染强度以条件在险价值（CoVaR）表示为

-0.0874，以△CoVaR表示为-0.0348。交通银行对中国银行

的风险传染强度以条件在险价值（CoVaR）表示为-0.0714，

以△CoVaR表示为-0.0351。交通银行对中国农业银行的风

险传染强度以条件在险价值（CoVaR）表示为-0.0515，以

△CoVaR表示为-0.0190。交通银行对招商银行的风险传染

强度以条件在险价值（CoVaR）表示为-0.0947，以△CoVaR

表示为-0.0411。交通银行对中信银行的风险传染强度以条

件在险价值（CoVaR）表示为-0.0854，以△CoVaR 表示为

-0.0339。

（二）不同商业银行风险传染比较分析

首先，我们对商业银行之间风险传染强度的差异进行比

较分析。比较表4 ~表6中同一家商业银行对其他商业银行的

风险传染、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家商业银行风险传染的强

度，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不同商业银行对其他商业银行的风险传染强度是

不同的。有些商业银行对其他商业银行的风险传染强度较

大，例如交通银行；而相比之下，有些商业银行对其他商业银

银行

CCB

BOCOM

BOC

ABC

CMB

CCIB

CoVaR

-0.0617

-0.0791

-0.0697

-0.0483

-0.0873

-0.0581

△CoVaR

-0.0266

-0.0321

-0.0341

-0.0162

-0.0343

-0.0265

银行

ICBC

CCB

BOC

ABC

CMB

CCIB

CoVaR

-0.0903

-0.0874

-0.0714

-0.0515

-0.0947

-0.0854

△CoVaR

-0.0367

-0.0348

-0.0351

-0.0190

-0.0411

-0.0339

银行

ICBC

BOCOM

BOC

ABC

CMB

CCIB

CoVaR

-0.0696

-0.0804

-0.0650

-0.0511

-0.0953

-0.0591

△CoVaR

-0.0318

-0.0350

-0.0306

-0.0199

-0.0411

-0.0261

表 4 中国工商银行（ICBC）为传染源的风险传染度量

表 5 中国建设银行（CCB）为传染源的风险传染度量

表 6 交通银行（BOCOM）为传染源的风险传染度量

□·104·财会月刊2016.35

□金融·保险



行的风险传染强度较小，例如中国工商银行。

第二，同一个商业银行对其他商业银行的风险传染强度

也是不同的。以中国工商银行作为传染源为例，中国工商银

行对其他六家商业银行的风险传染强度均不相同，有的受中

国工商银行影响较大，而有些商业银行受中国工商银行的风

险传染影响较小。

商业银行之间存在风险传染，但是不同的商业银行之间

这种风险传染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的现象。笔者认为由于商业

银行之间在业务、经济上的往来不对称，使得不同商业银行

之间风险传染强度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往往受到资产互持、

业务往来、共同持股等商业银行自身因素的影响，除此以外

还有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准则、市场恐慌和挤兑等因素的影

响。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风险传染在不同的商业银

行之间开始出现。商业银行之间风险传染的强度受这些因素

的共同影响。

我们进一步探究商业银行之间风险传染的影响因素，提

出有关风险传染的政策建议。随着资产互持、业务往来以及

共同持股这些因素的增加，商业银行之间风险传染强度将会

加大。同样，市场恐慌或者挤兑行为的增加也会直接加大商

业银行之间的风险传染强度。但是，商业银行之间差异化经

营却会减小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传染强度。商业银行之间经

营模式差异越大，两者之间的风险传染强度将会越小。这实

际上为商业银行在风险传染层面进行风险管理提供了一种

思路。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本文以七家重

要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对商业银行风险以及商业银行之间的

风险传染进行度量，分析和研究了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的因素

以及影响商业银行风险传染的因素，据此，文章提出了商业

银行自身风险管理和银行业监管的政策建议。

首先，利用在险价值（VaR）对七家商业银行的风险进行

了度量，研究发现在险价值（VaR）度量结果与传统标准差的

度量结果基本相吻合。但是在险价值（VaR）度量方法下，有

几家商业银行风险增加。针对商业银行风险呈现出偏态分布

的特征，我们进一步利用期望损失（ES）对商业银行风险进行

度量。度量结果显示，考虑商业银行风险分布的尾部特征，商

业银行风险度量值显著增加。相比在险价值（VaR），其中一

些银行以期望损失（ES）度量的风险值增加较大，这说明这些

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极值风险较多，应该注意极值

风险和尾部风险的控制和管理，防止经营中这类发生概率较

小、带来损失较严重的事件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和发展。

其次，利用条件在险价值（CoVaR）和△CoVaR对商业银

行风险传染进行了度量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商业银行对其

他商业银行的风险传染强度不同，同一商业银行对其他商业

银行的风险传染强度也不相同。从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传染

强度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之间存在较强的风险传染。这一方

面显示了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传染（风险溢出）管理上的不足，

另一方面也为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基于商业银行风险和商业银行风险传染两个方面的实

证结果，笔者进一步从商业银行和银行监管两个视角提出了

风险管理以及风险传染管理的政策建议。

在商业银行层面，其不仅仅需要关注自身风险管理，而

且需要对其他商业银行对自身的风险传染进行管理。在商业

银行自身风险管理中，笔者认为其需要关注极值风险事件，

防止重大事件影响商业银行经营和管理给商业银行带来巨

大损失。在商业银行间风险传染方面，商业银行需要通过条

件在险价值方法找出哪些商业银行对自身风险溢出（或风险

传染）较大，及时做好对这些商业银行的风险隔离，防止风险

传染对自身的影响。

在商业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层面，笔者认为并不能仅仅从

微观审慎监管上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要将对商业银行的监

管融合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两个层面来实施。从商

业银行风险传染的度量结果可以看出，商业银行之间存在较

强的风险传染，也说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存在。这里如

果简单地采用微观层面的监管必然无法避免系统性风险。而

将对商业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才能

促进我国银行业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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