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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下供应商

存货质押贷款的博弈行为剖析

【摘要】伴随着实体经济的下滑，积压着大量库存的各级供应商出现融资困难，一方面是虚拟金融

红遍全国，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融资无门。对供应商的存货进行质押贷款有利于盘活实体经济，为供应商

提供新的融资渠道。因此引入违约成本和第三方物流企业监管的存货质押贷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银

行面临的信息失真问题，同时降低供应商承受的贷款利率γ1，提高质押率α，使整个质押贷款各方都受益。

但违约成本和第三方监管物流企业的机制设计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否则会增加供应商违约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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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年起，我国GDP增速开始下降，而作为

供应商的生产企业，其融资越来越难，且中小型民营

性质供应商的融资难度最大。通过正规渠道融资遭

遇阻碍后，大量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开始流行。民间借

贷的高风险伴随的高利率使得各级供应商不堪重

负，因此拓宽融资渠道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重

点。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我国以中小型民营企

业为主体的各级供应商，其积压的存货资产占整个

流动资产的比重超过一半。因此，合理地利用这笔庞

大的沉淀资产对解决我国供应商的融资问题有重大

意义，对存货进行质押贷款是目前比较常见的解决

办法。

一、文献综述

存货质押贷款是指作为供应商的生产企业将自

身的存货进行担保，作为质物向贷方进行出质，同时

将质物转交给第三方物流企业进行保管（冯耕中，

2007）。第三方物流企业需要向贷方提供质物的相关

信息，同时保证质押存货在数量和质量上不发生变

化，以获得一部分的利息收入，此处的存货可以是成

品、半成品和原材料。我国对质押贷款的研究很多，

通常集中在质押率、质押风险、贷款利率、贷款次数

等方面。部分学者对质押贷款双方的博弈行为及质

押行为中所涉及的变量分布也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对质押风险的研究主要是试图建立存货组合模

型，确立合适的贷款阶段（李富昌等，2014），或者优

化借贷合同、补充阶段贷款的不足（李娟等，2007）。
质押贷款各方之间的博弈行为分析也是质押贷款研

究的一个侧重点。何娟、蒋祥林等（2012）通过对银行

和质押方之间的 Stackelberg博弈行为分析，认为完

全信息下银行和物流企业共同决定质押风险的分

担，其总收益大于单纯由银行决定风险承担比重，从

而确定了一个合理的利率水平。而张璟等（2012）运
用演化博弈分析贷款方和银行之间的策略选择，得

出监管成本和罚金等决策参数的改变会影响系统的

演化结果。

现有对质押贷款双方博弈行为的分析一般会引

入质押方违约成本或质押信息虚假的惩罚成本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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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监管成本。但是这些研究很少关注整个博弈

过程，作为贷款需求者的供应商应在何种条件下对

博弈行为产生何种反应。以违约成本和监管成本作

为研究对象分析供应商在存货质押贷款中的决策研

究目前还很少。本文试图从基本模型出发，引入违约

成本和第三方监督成本，由此分析供应商的行为反

应，试图为放款银行违约机制和监管机制的设计提

供参考。

二、博弈模型分析

（一）问题描述与假设

为了研究方便，本文规定贷方仅限于银行。在整

个存货质押贷款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

的现象，该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银行不知道质物

的期末价值，因为作为质物的库存品的价值受季节、

区域、市场波动甚至天气等变化的影响，作为贷方的

银行通常很难掌握质物的详细信息，对贷款的供应

商信息也很难真实全面地了解，银行的估价与质物

真实的期末价值存在差距。因此，本文假定银行没有

完全掌握质物的估价信息。在通常的存货质押贷款

中，银行通过引入第三方关联的物流企业来掌握质

物和供应商的详细信息，但是本文假定由于信息披

露的困难，供应商会尽量夸大质物的期末估价，即使

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也只能保证质物的数量和质

量不发生变化，但是质物的期末估价信息还是具有

不完全性。

基于上述问题的描述，本文作如下三个假设：

第一，银行对质物存货的期末估价为v0，质押率

为α，那么银行给供应商的放贷金额为α×v0。供应商

掌握真实的存货期末价值为β×v0，β为银行的估价

偏离存货的期末真实价值的程度。当银行对质物高

估时，β<1；当银行对质物低估时，β>1。一般来讲，

供应商所提供的信息都会尽量使银行高估质物的期

末价值，因此本文β的取值范围为（0，1）。估值越失

真，β的值就越小。因此，β的值也可以反映信息不对

称的程度，作为衡量银行信息失真程度的指标，信息

不对称程度越大，β的值就越小。

第二，供应商获得质押贷款需要支付的贷款利率

为γ1，银行提供资金的成本率为γ2，第三方物流企业

在提供保管过程中为此获得的服务报酬率为γ3，供

应商获得贷款后的投资回报率γ4。因此在整个贷款

活动中，供应商需要支付利息的总额为α×v0×γ1，在

不考虑其他损失的情况下银行获得的利润为α×v0×

（γ1-γ2-γ3），物流企业的质押收益是α×v0×（γ4-γ1）。

第三，在考虑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如果不

考虑其他成本，供应商的违约条件是违约收益大于

违约成本。假定它的守约概率是p，那么其违约概率

就是1-p。
对于质押贷款，银行有两种策略：贷款与不贷

款。对应的供应商也有两种策略：违约与不违约。在

银行贷款时，供应商的违约收益是α×v0×（1+γ4）-
β×v0，供应商的守约收益是α×v0×（1+γ4-γ1）。

（二）模型分析

1. 基础模型分析。在不考虑第三方物流企业的

收益和供应商的其他成本时，供应商的“违约收益-
守约收益”为：

α×v0×（1+γ4）-β×v0-α×v0×（1+γ4-γ1）=v0（α×
γ1-β） （1）

当结果为正时，供应商会发生违约行为；当结果

为负时，供应商不会发生违约行为。因此，如果需要

发生守约行为，此时α×γ1<β，即当β越大、γ1和α越
小时，供应商越会守约。也就是说，进行贷款时，银行

的信息失真越少，供应商越守约。这是因为信息失真

越少，供应商需要向银行支付的风险成本越小，供应

商获得的贷款越多，守约收益越大，从而激励供应商

守约。供应商需要支付的利率γ1降低，同样会降低守

约成本，激励供应商守约。当质押率很低时，违约带

来的收益因为低质押率所决定的低贷款数量而减

少，因此激励供应商守约。但是，较低的质押率不利

于供应商参与贷款行为。同理，当α×γ1>β，即当β越
小、γ1和α越大时，供应商越会违约。

此时银行的期望利润是：

E（贷款）=p×α×v0×（γ1-γ2）+（1-p）［-α×v0×
（1+γ2）+β×v0］

E（不贷款）=0 （2）
作为银行，发放贷款的目的是受益。而作为供应

商，遵守协议的目的是获得收益。因此，当银行的贷

款期望收益大于不贷款的期望收益时，银行会增加

贷款，直到其收益达到最大。而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

供应商的守约与不守约对贷款成本的影响。

令 E（贷款）= E（不贷款），可以求得 p=
α×(1+ γ2)-β
α×(1+ γ1)-β ，该处获得的 p是银行发放贷款的最

低利率。从该等式中可知，银行发放贷款贷款利率γ1

与守约概率p成反比。同时，一定存在γ2<γ1。因此，α
与p成反比，β与p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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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得：

（1）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供应商的决策会受到

质押率α、贷款利率γ1和信息偏离程度β的共同约

束。当α×γ1<β时，供应商不会发生违约行为。这意味

着质押率α越小，供应商越不会违约。贷款利率γ1越

低，供应商越不会违约；β越大，供应商越不会违约。

（2）从对银行期望利润的分析来看，供应商的守

约概率p由银行贷款利率γ1、质押率α和信息失真程

度β决定。在供应商的守约概率 p已确定的情况下，

较高的守约率使得供应商可以享受更低的贷款利率

γ1和更低的质押率α，同时可以享受更高的信息失

真程度β所带来的信息租金。较高的守约率意味着

供应商经营较好，有足够高的利润率或者筹资能力

来保证它的高守约率，那么银行放贷面临的风险就

越小，所提供贷款的利率中的风险比重就越少，因此

可以享受低水平的γ1和α。与此对应，对于低守约率

的供应商，只有高的贷款利率γ1和质押率α以及低

的信息失真所造成较少的信息租金才能保障该贷款

中所应该包含的足够数量的风险溢价。

2. 考虑违约成本的扩展模型。基本模型假定违

约对供应商不会造成除质物外的损失，但是现实中

企业的违约会对企业产生相应的成本：关联企业会

因为该供应商的违约而减少与它的合约；融资成本

也会因为前期的违约而增加；企业的声誉下降；消费

者会降低对该企业的忠诚度从而导致其营业额下

降；其股价也会因此受损。因此，扩展后的模型假定

供应商违约后会形成违约成本 c，此时供应商的“违

约收益-守约收益”为：

α×v0×（1+γ4）-β×v0-α×v0×（1+γ4-γ1）-c=v0

（α×γ1-β）-c （3）
银行对存在失约供应商采取的惩罚可以通过两

个途径实现：同等抵押物下降低企业的贷款金额，即

α变小；增加失约供应商的贷款率，即γ1变大。由此

式（3）变为：

（α-△α）×v0×（1+γ4）-β×v0-（α-△α）×v0×
［1+γ4-（γ1+△γ1）］=0 （4）

式中，△α、△γ1分别代表银行对违约供应商惩

罚的质押率和贷款利率的增量。由式（4）可知，供应

商守约的条件变成了v0［（α-△α）×（γ1+△γ1）-β］<
0，即（α-△α）×（γ1+△γ1）<β。该结论与式（3）中没

有引入违约成本时α×γ1<β条件下供应商才会守约

有差异。由于此处没有考虑β的变化，因此只要满足

加入违约条件后供应商守约的收益大于没有加入违

约条件时守约的收益，就可以促使供应商更加守约，

那么只要满足：

v0［（α-△α）×（γ1+△γ1）-β］-v0（α×γ1-β）>0
（5）

要使得式（5）成立，需要银行在设计违约条款

时，保证△γ1>
Δα×γ1α-Δα 。

3. 考虑第三方物流企业收益的扩展模型。在现

行的存货抵押贷款中，通常会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

作为质押监管和信息传递的手段。假定第三方物流

企业能使信息失真的程度下降，表现为银行所掌握

的质物信息增加，从而使得银行对质物质押率修正

为（1+ε）（α+△α）v0，物流企业因为提供质押监管服

务及信息服务从而获得γ3的回报率。加入物流企业

约束后，供应商的“违约收益-守约收益”为：

（1+ε）（α+△α）×v0×（1+γ4）-β×v0-（1+ε）（α+
△α）×v0×（1+γ4-γ1-△γ1） （6）

根据上式可知，在新的约束条件下，要使得供应

商守约，同样要使得式（6）小于0，即（1+ε）（α+△α）×
v0×（γ1+△γ1）-β×v0<0，其违约的临界收益为（1+
ε）（α+△α）×v0×（γ1+△γ1）-β×v0。对照式（5）的供

应商守约条件可以发现，加入第三方监管企业后，供

应商违约行为时的收益在增加，增加的幅度与监管

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导致的质押物质押修正率ε相关，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守约的可能性在减少。导致这种

现象出现的原因是银行因为信息更完整而对供应商

提供了更多的贷款。但考虑到银行向监管的物流企

业需要支付γ3的成本，而这个成本会由供应商承

担。因此，式（6）的守约条件应该修正为：

（1+ε）（α+△α）×v0×（γ1+△γ1-γ3）-β×v0<0
（7）

此时，供应商的违约收益为：（1+ε）（α+△α）×
v0×（γ1+△γ1-γ3）-β×v0。

监管企业提供的信息越完整，由此导致银行对

风险成本的考虑越少，供应商获得的收益将越多。但

是，考虑到银行向监管企业支付γ3将由供应商承

担，满足式（6）的条件将变成（1+ε）（α+△α）×v0×
（γ1+△γ1-γ3）-β×v0。因此，当式（6）>0时：

ε> β
(α+Δα)(γ1+Δγ1- γ3) -1 （8）

此时，供应商将选择违约。因此，引入第三方物

流企业监管的同时要保证供应商守约率不下降，必

须满足式（8）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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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通过加入违约成本和第三方

监管物流企业可以对供应商的守约行为产生激励影

响，但是这种影响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要使得加

入监管成本激励供应商守约，必须使监管成本的机

制设计满足△γ1>
Δα×γ1α-Δα 。同样，要使得加入第三

方监管物流企业时供应商守约，质押率和贷款利率

的调整需要满足ε< β
(α+Δα)(γ1+Δγ1- γ3) -1。

三、结论

本文对存货质押贷款行为中供应商与银行的

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从最初的无任何约束下只有

供应商与银行的决策分析到添加了违约成本之后的

决策分析，最后又加入常见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所带来

的成本约束和不对称信息的修正，得出以下结论：

1. 贷款利率与供应商的违约行为存在正相关

关系。高的贷款利率会增加供应商的守约成本，从而

会增加违约的可能性。质押率α与供应商的违约行

为也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的质押率α增加了供应商

的违约收益，从而激励违约。信息偏离程度β与供应

商的违约行为存在负相关关系。银行获得的信息越

失真，β值越小，供应商越不会违约。

2. 引入违约成本之后，违约成本通过影响质物

的抵押率和供应商所面临的贷款率来体现。但违

约成本的添加是否能提升供应商守约需要一定的

条件，银行在设计抵押率和贷款利率的变更机制

时应该满足式（5）的条件，否则违约成本机制不仅

不会提升供应商守约率，反而使得供应商更加不

守约。

3. 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首先影响银行获得信

息的完整程度。银行因为第三方物流监管企业而获

得更多信息时同样产生了贷款行为的监管成本，这

种收益可以使得银行面临的风险减少，且同样的抵

押物下供应商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但监管成本使

得供应商会面临更高的贷款成本。因此，引入第三方

监管并不一定会提升供应商的守约，需要银行在监

管机制设计中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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