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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在不同金融机构、不同

金融市场之间迅速传播，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

危机。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大型金融机构经营

失败会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巨大影响，并最

终波及实体经济。这使人们更加关注金融机构间的

系统性风险溢出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随着金融自由化、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市场

间的协动性和内部联系日益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

关联错综复杂，各个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间的相关

性不断增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重新设计了

监管框架，以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但是一个重

要的问题是如何测度单个金融机构对其他金融机

构的风险溢出强度。传统风险管理技术在险价值

（VaR）方法侧重于衡量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忽略

了金融机构间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Adian 和

Brunnermeier（2011）提出的条件在险价值（CoVaR）

方法，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缺陷。众多学者使用这一模

型测度了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

现有研究主要针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展

开，缺乏对保险业的关注。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快速

发展，截至2015年6月底，保险业资产总额达到11.43
万亿元，资金运用余额为 10.37万亿元，在金融市场

的影响力不断加大。伴随着保险业监管体制的改革、监

管政策的放宽及保险业对国际市场的开放，保险公

司的经营投资已涉及银行、证券、房地产等领域，保

险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的联系显著增强，这无疑增大

了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影响了金融市场稳定。结合我

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实际，本文运用扩展的CoVaR模

型测度我国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

二、文献综述

大量文献测度了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

应（Lin等，1994；Hartman等，2004；陈国进等，2009；
李成等，2010），但相关研究使用的MGARCH、极

值理论等研究方法只能测度金融机构间是否存在

风险溢出效应，而无法度量风险溢出的强度。Adian
和Brunnermeier（2011）利用从美国金融市场和股票

市场收集的公开数据，提出了测量系统性风险溢出

的一种新方法——条件在险价值（CoVaR）方法，可

以测度单一金融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强

度，度量单一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大小。这

种方法现在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系统性风险溢出最常

用的方法之一。

许多学者对CoVaR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运

用该模型对各国金融机构或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溢

出进行了测度。Roengiptya 和 Rungcharoenkitk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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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使用CoVaR模型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泰国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发现个别银行增大了整个

金融系统的风险，且有证据表明VaR较高的大银行

对系统性风险贡献更大。但 Jidapa Rodpol（2011）研
究次贷危机期间泰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后指出，

VaR低的银行可能会带来较高的系统性风险溢出，

VaR 高的银行也并不必然有较高的风险溢出。

Gauthier、Lehar和 Souissi（2012）利用该模型研究了

加拿大银行资本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发现宏观审

慎的监管要求可以降低个体银行的违约概率。Girardi
和Ergun（2013）利用MGARCH模型来估计CoVaR，

获得时变CoVaR，并实证分析了美国金融部门系统

性风险溢出，发现系统性风险和金融机构规模不存

在线性关系。Jäger-Ambrozewicz（2013）基于高斯分

布假设，求得CoVaR模型的解析表达式，使CoVaR
与VaR、风险系数β联系起来，并揭示了三者之间的

相互联系。Hakwa 等（2012）提出了一种基于二元

Copula建模改进的CoVaR方法。Chen和Khashanah
（2014）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将Vine Copula引入

CoVaR模型，给出了一个计算简单的系统性风险指标。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高国华和潘英丽

（2011）运用动态CoVaR研究了上市商业银行对系

统性风险的贡献，发现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与银行

VaR之间不存在显著线性关系。陈忠阳和刘志洋

（2013）运用CoVaR模型测度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

的系统性风险，研究表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平均相

关性明显低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

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并不大，

要小于其他普通商业银行。李志辉和樊莉（2011）、杨
有振和王书华（2013）研究了运用分位数回归估计的

CoVaR，发现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间存在系统性风险

溢出，现行监管体系不能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金融

危机期间，风险溢出强度更大，影响着金融系统的稳

健运行。林鸿灿等（2012）研究了三家上市保险公司

的风险溢出传染机制，测度了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

溢出强度的差异，并分析了造成差异的具体原因。沈

悦等（2014）运用GARCH-Copula-CoVaR模型研

究了我国金融业系统性风险溢出，发现各个子市场

均存在风险溢出，且呈现出非对称性，其中银行业风

险溢出强度最大。谢福座（2010）、刘晓星等（2011）运
用Copula-CoVaR模型测度了股票市场间的系统性

风险溢出，发现美国股票市场对英、法、中等国家股

票市场有显著的正风险溢出效应，其中对我国股票

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弱。

综上所述，有关系统性风险溢出测度的文献

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开展了研究，对

CoVaR模型进行了拓展和完善。

三、DCC-GARCH-CoVaR模型构建

1. 条件在险价值CoVaR介绍。传统风险管理方

法VaR方法定义为金融机构 i在 1-q的置信水平下

面临的损失价值，即 Pr（Xi≤ ）=q。如上文所

述，传统VaR方法虽然较好地衡量了一个机构极端

情况下面临的损失，但无法衡量风险的传染扩散程

度及其影响大小。Adian和Brunnermeier（2011）提出

CoVaR模型，他们将其定义为：在 1-q的置信水平

下，金融机构 i损失为 时，金融机构面临的条

件损失价值，即：

这样仅考虑了金融机构 i损失分布的q分位数，

无法衡量分位数以下的尾部风险。因此，本文扩展了

CoVaR的内涵，将其定义为：

则金融机构 i对金融机构 j的系统性风险溢出

为：

其中， 为金融机构 i 处于正常情况

时，金融机构 j面临的损失价值。

2. DCC-GARCH-CoVaR 模型估计。本文运

用能捕捉金融时序变量动态相关性的二元DCC-
GARCH模型测算CoVaR。与Adian和Brunnermeier
（2011）假设残差服从正态分布不同，本文假设残差

服从 t分布，以更好地刻画金融时间序列的尖峰和

厚尾特征。

令Rt=（ ），二元DCC-GARCH（1，1）模
型为：

Rt=μt+εt

εt|Ωt-1 ~T（0，ht，ν）
其中：ht为方差协方差矩阵；ut为εt标准残差，服

从独立同分布；ν为二元联合 t分布自由度。

估计DDC-GARCH（1，1）模型可得Rt的联合

概率密度函数 pdft。另外，条件概率分布 Pr（Xj≤
|Xi≤ ）=q可重新表述为：

εt= h1 2
t ut

ht=α0+α1 ε2
t - 1+α2h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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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oVaR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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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则：∫-∞CoVaR j|i
q ∫-∞VaRi

q pdft（x，y）dydx

= Præ
è

ö
ø

Xj ≤CoVaR j|i
q ,Xi ≤VaRi

q =q2。

由于多元 t概率密度函数较为复杂，无法计算

显性解，但 可以通过序列方差求得，方程只有

一个未知数，可通过软件优化求解 。同理，

假设收益率在正负一个单位标准差之间为正常情

况，可求出 ，进一步计算可得△ 。

四、实证分析

1. 数据选取。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在国内A股

上市的四家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

太平洋保险、新华保险以及保险业、银行业、信托业、

证券业、金融业的股票价格指数。选取每一交易日股

价指数收盘价作为研究的原始数据。样本考察期间

为2007年1月9日~ 2015年6月30日，样本期间涵盖

了次贷危机爆发和我国政府经济宏观调控的整个时

间段，能有效测度危机前后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溢

出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客户端。取股票价

格指数对数一阶差分乘以100来计算股票日收益率，

即Rt=100× 。其中，pt为金融机构第 t日收

盘价。各股指收益序列基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可以看出，各收益率序列出现一定程度的左偏

或右偏，峰度值显著高于 3，呈现出尖峰厚尾的特

征。因此，本文选取的 t分布假设更符合市场实际情

况。从时间序列波动特征来看，2007 ~ 2009 年和

2014年年底 ~ 2015年6月的波动幅度明显高于样本

期内其他时间段。这种波动聚集和协动趋势表明各

金融机构之间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任何一个机构

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机构。

本文首先估计二元DCC-GARCH（1，1）模型，

获得两收益率序列的联合 t分布的自由度及方差协

方差矩阵。为方便计算，取分位点 q 为 0.05，使用

MATLAB2012b求得各金融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的

风险溢出价值△ 。

2. 保险公司间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分析。根据

上述假定，计算得到样本期间保险公司之间系统性

风险溢出价值。各保险公司样本期间内风险溢出均

值见表2。

从表 2可以看出，各保险公司间存在明显的风

险溢出效应，且不同公司间风险溢出强度存在较大

差异，各保险公司之间的双向溢出效应呈现出非对

称性特征。中国平安对其他任意一家保险公司的风

险溢出价值均高于另外两家保险公司，对其他三家

保险公司的影响大小依次为：中国人寿、新华保险、

中国太保。中国平安对中国

太保和新华保险的风险溢

出价值高于两家保险公司

对中国平安的风险溢出，但

其对中国人寿的风险溢出

效应要弱于中国人寿对其

的风险溢出效应。中国人寿

对其他保险公司的风险溢

出价值大小仅次于中国平

安，但对其他保险公司的风

险溢出价值均高于其他保险公司对中国人寿的风险

溢出价值，中国人寿对其他保险公司的影响大小依

次为中国平安、新华保险、中国太保，这使得其对保

险业整体的风险溢出价值最高。新华保险风险溢出

价值最小，对其他保险公司的风险溢出价值显著低

于其他保险公司对新华保险的风险溢出价值。由于

四家保险公司在经营业务、股权结构、发展战略等方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中国平安

2027
0.0318
2.6498

-10.5796
9.5584
-0.0619
5.3131

中国人寿

2059
-0.0041
2.6333

-10.5527
9.5979
0.1547
5.3677

中国太保

1824
-0.0190
2.6622

-10.5439
9.5911
0.0610
4.7898

新华保险

855
0.1004
2.7461

-10.5411
9.5523
0.5723
5.3469

保险业

2059
0.0325
2.5749
-10.536
14.4081
0.0991
5.3604

银行业

2059
0.0415
2.1774

-10.5038
9.5500
-0.0015
6.0456

信托业

2059
0.1006
2.8783

-10.5384
9.5486
-0.2269
4.6334

证券业

2059
0.0627
2.9396

-10.5292
9.5360
-0.0199
4.5911

金融业

2059
0.0458
2.1954

-10.3857
9.5264
-0.0495
5.5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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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ø

Xj ≤CoVaR j|i
q ,Xi ≤VaRi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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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基本描述性统计

中国平安→
中国人寿→
中国太保→
新华保险→
保险业→

→中国平安

-

-10.3774

-8.3912

-7.5476

-10.4008

→中国人寿

-10.0646

-

-7.8148

-7.4740

-10.4728

→中国太保

-8.8220

-8.5263

-

-7.5842

-8.8282

→新华保险

-9.6827

-9.1951

-8.8700

-

-9.5099

→保险业

-10.0242

-10.4549

-8.1094

-7.3460

-

CoVaR j|i
qCoVaR j|n

q

CoVaR j|i
q

ln
æ

è
çç

ö

ø
÷÷

pt
pt - 1

表 2 样本期内保险公司间系统性风险溢出均值

注：→代表风险溢出方向，如中国平安对中国人寿的

风险溢出价值为-10.0646，中国人寿对中国平安的风险

溢出价值为-10.3774。

CoVaR j|i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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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差异使得各保险公司在风险溢出方面表现出较

大差异性，监管部门应针对各保险公司风险溢出差

异制定宏观审慎的监管措施。

各保险公司与整个保险业间同样存在风险溢出

效应，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贡献值依次为中国人寿

（- 10.4549）、中国平安（- 10.0242）、中国太保

（-8.1094）、新华保险（-7.3460），中国人寿和中国平

安两个保险公司对保险业的风险溢出价值显著高于

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保险公司与保险业系统性风

险溢出同样表现出非对称性，保险业对单一保险公

司的溢出强度大于单一保险公司对保险业的风险溢

出，除新华保险外其他三家保险公司差异不大。保险

业与新华保险间的风险溢出变化较大，保险业对新

华保险的风险溢出值比新华保险对保险业的风险溢

出值高2.1639。
各保险公司及保险业间系统性风险溢出时序图

验证了上文的相关分析。各保险公司间以及保险公

司与保险业间风险溢出表现相似，限于篇幅，本文仅

给出了样本期内中国平安对其他保险公司的风险溢

出动态变化（见图 1）。进一步观察风险溢出变化趋

势可以看出，2007 ~ 2009年和 2014年年底 ~ 2015年
6月间的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溢出价值明显高于其

他时间段。说明次贷危机期间我国保险公司间的协

动性显著增强，系统性风险溢出大幅增加。2009年
之后在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金融稳定措施下，系

统性风险溢出逐渐下降。但 2014年年底以来，股市

大幅波动，系统性风险迅速增大，一度达到危机期间

水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股市的措施，系统性风

险溢出价值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监管部门

仍需进一步稳定金融市场，控制系统性风险。

3. 保险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间系统性风险溢

出效应分析。保险机构系统性风险溢出不仅表现为

保险业内的风险溢出，还表现为保险机构与其他金

融机构（银行、证券、信托）及整个金融业间的风险溢

出。表 3给出了样本期内保险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

间系统性风险溢出均值。

从表 3可以看出，保险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间

均存在双向风险溢出效应，但不同机构间差异较大。

保险业对证券业溢出效应最大，达到-9.3609，其次

为银行业和信托业。银行业对保险业风险溢出效应

最大，为-9.2369，信托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小，仅有

-6.5914。这说明，银行业极端风险对保险业影响最

大。这源于银行业和保险业间开展了各种业务合作，

银保合作是保险公司经营收益的重要来源。金融业

整体对保险业的风险溢出值高于保险业对金融业的

风险溢出值，两者相差1.4821。

图 1 中国平安对其他保险公司的风险溢出

图 3 其他金融机构对保险机构的风险溢出

图 2 保险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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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样本期内保险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间
系统性风险溢出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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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和图 3给出了保险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间

的风险溢出时序图，可以看出同保险公司风险溢出

变化趋势相似，2007 ~ 2009年、2014年年底 ~ 2015年
6月两个时间段系统性风险溢出价值高于样本期其

他时间段。保险业投资经营领域不断扩展，截至目前

已经有十家大型综合保险控股集团公司，随着混业

经营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保险业和其他金融机构的

联系更加紧密。一旦保险业发生系统性风险，会波及

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整个金融业，其他金融机构发生

风险也会对保险业产生消极影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鉴于传统VaR风险管理的不足，本文引入Co⁃
VaR模型测度系统性风险溢出强度。在拓展二元

GARCH-CoVaR模型基础上，选取上市保险公司

和各金融机构每日股价指数，测度了保险公司系统

性风险溢出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保险

公司间、保险公司和保险业间、保险机构和其他金融

机构间均存在双向风险溢出，且表现出非对称性。不

同保险公司间风险溢出价值不同，不同金融机构与

保险业的相互影响也不同。危机期间，各保险公司风

险溢出效应明显加强。值得注意的是，近来风险溢出

再度增强，必须关注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基

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1. 推进“偿二代”监管实施，加强保险公司微观

审慎监管。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正常运营的基础，必

须强化保险公司资本监管，降低保险公司违约风险，

这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的重要举措之一。自2012
年起，保监会逐步放开保险公司投资领域和投资比

例限制，并开始建设以风险为导向的“偿二代”监管

体系。目前，保监会已经正式发布保险公司第二代偿

付能力监管细则，设置了实施过渡期。“偿二代”监管

体系借鉴了欧美保险业监管框架，又与其有较大差

异，是结合了我国保险公司的发展实际，自主研发设

计的保险监管体系。应通过完善“偿二代”监管体系

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风险的微观审慎监管。

2. 完善金融业宏观审慎监管，建立健全保险业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不断发

生的金融危机表明，各金融机构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单一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溢出同样会给其他金融机

构带来负面冲击。从金融监管角度来看，不仅需要个

体金融机构完善微观风险控制措施，还需要国家健

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这已经成为各国监管当局的

共识。必须推进保险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建设，识别

保险业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加强其风险监管。按照

系统性风险贡献大小不同，有针对性地实行差别化

监管。设计保险业逆周期监管框架，强化系统性风险

识别和控制，完善金融业信息共享机制，确定监管

机构及协调机制，在实践中探索适应新经济形势的

动态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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