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2006年深发展银行（平安银行）正式推出了供

应链金融业务模式，该模式是近几年商业银行如火

如荼开展的一种新型业务模式。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有效完成了“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中的“降成本”

与“去杠杆”两大任务，供应链金融迎来了新的发展

契机。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并明

确“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

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房地产企业融资面临窘境。

鉴于此，各地银监局加大了监管力度，并依法查处多

家银行的违规授信融资行为。如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存在向资本金不到位的房地产开发商发放贷款的事

实，浙江银监局对其处以 20万元人民币罚款；汉口

银行通过同业投资通道违规向“四证不全”的房地产

项目发放贷款，被湖北银监局处以 50万元的罚款，

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警告处分。由此可见，在新型的

供应链金融模式下，房地产企业通过银行渠道融资

愈发困难，导致一些有条件的房企加快了在债券市

场融资的节奏。然而，房地产企业通过银行融资仍然

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和渠道。

供应链金融作为商业银行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的

一种新型融资模式，满足了供应链上中小企业的融

资需求，真正建立起了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的

双赢合作平台。与传统的融资方式不同的是，供应链

金融模式的风险敞口报告了供应链中的资金流、信

息流和物流等信息，能够为商业银行客观地评价企

业信用提供可靠完整的信息。同时与传统信用风险

相比，供应链金融的信用风险具有危害性大、传播范

围广、突发性强等特点。供应链金融是将供应链上企

业的运营状况作为风险控制变量纳入评价体系以度

量企业信用情况，进而为整个供应链企业提供全面

的金融服务。传统商业银行决定是否向供应链企业

发放贷款时必须对其信用风险时行评价，因此供应

链企业控制信用风险至关重要。

二、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供应链金融研究现状

对于供应链金融的界定，最具代表性的是

Michael提出的供应链金融的含义：以核心企业为关

系对象并对供应链金融上的资金可获得性及资本运

供应链金融视角下的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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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成本进行管理。Alyon认为供应链金融是信用、信

息、资金及商品材料在供应链上的企业之间进行流

动整合的一个整体。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与壮大，得益

于这种全新的金融市场模式有效弥补了传统供应链

的参与主体的缺陷。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供应链金融

模式为其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平台与高效率的运营

平台。

供应链金融在我国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然

而，受益于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产品（如应收账款融

资、商业票据融资以及融资租赁等）的不断发展，供

应链金融发展较为迅速。目前我国供应链金融市场

规模刚刚突破 8 万亿，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

2020 年我国供应链金融的市场规模可达 15万亿 ~
20万亿元，说明未来可以挖掘的潜力仍然很大。

国内学者对于供应链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

概念及路径的定性分析上。陈志新、张忠指出，供应

链金融的本质是在传统的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

引入第三方核心企业，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进

而解决传统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韩明辉从供

应链交易的角度出发，针对采购阶段、运营阶段及销

售阶段划分了三种供应链金融模式，即保税仓融资、

融通融资及应收账款融资。通过研究三种模式的信

用风险规避，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研究现状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其对于

传统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

信用风险研究，国内外学者早已进行了探索，最具有

代表性的研究是Altman在1968年提出的Z-score多
元线性判别的评分模型。而我国起初对于企业金融

信用风险度量的研究，主要是评级机构针对企业的

经营状况采用传统的统计方法进行评级，比较知名

的是大公国际、中诚信、联合资信及鹏元资信四大资

信评估有限公司。企业信用评估结果可为传统商业

银行对企业授信提供一定的参考，但这种度量方法

的主观性比较强、工作量大且收效甚微。随着社会的

发展，现代信用风险的度量模型逐步被应用到信用

风险度量和识别中，如：基于期权理论的KMV模

型、基于VaR模型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以及现代统

计方法。

国外学者Martin根据 logistic模型对 20世纪 80
年代的 58家企业的信用风险中存在的违约率进行

了度量及预测。我国学者对于供应链金融的信用风

险的实证研究近几年日益增多。牟伟明（2014）分析

了目前国内供应链金融模式的运作方式，并通过贝

叶斯分类的方法对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进行了评价分

析。方焕等（2015）采用 Logistic模型，对上市农业类

企业在供应链金融中的风险进行了度量，得到了判

别农业类企业违约情况的模型。但随着统计模型在

实务中的广泛应用，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技术无论

是在个人信贷还是企业信用风险评级与风控中都得

到了重视。杨青龙等（2016）利用Lasso方法对企业财

务困境预测指标进行了筛选，采用传统Logistic模型

和机器学习方法对企业财务困境进行了预测，并对

不同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赵亚星等（2017）将随机

森林算法应用到建筑供应链风险评价中，通过实证

分析度量了 20个核心企业所对应的建筑供应链风

险，证明该方法应用于建筑供应链风险评价中具有

可行性。

尽管供应链金融模式为当前企业融资提供了很

大的帮助，但是作为供应链企业的信用风险研究，国

内商业银行风险度量的方法还存在很多缺陷。基于

此，本文以供应链中的房地产企业为研究对象，综合

考虑影响房地产公司信用风险的财务因素，利用

Lasso方法筛选预测指标。然后通过建立 Logistic模
型及SVM模型，比较传统模型与数据挖掘方法的预

测效果，构建最符合房地产企业实际情况的分类模

型，为供应链金融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控制提供一

种可行、有效的途径。

三、指标体系与算法说明

（一）指标体系

公司信用风险评估的基础是建立完备的信用风

险评估指标体系，本文从财务指标切入，参照已有的

供应链金融企业信用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全面

性、科学性及可操作性原则出发，将影响行业信用风

险的财务指标分为四类：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

能力和成长能力。所有的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财

务数据采用2016年年报，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具体指标的名称及符号见表1。
由表 1中四大类共计 22个财务指标可以发现，

财务数据各自的含义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每

一个维度下的变量难免存在一些信息的重叠和交

叉。同时将所有的变量放进模型进行建模，可能会造

成过拟合或者多重共线性等问题，因此本文在进行

风险识别建模之前，采用Lasso回归进行变量选择，

筛选出最重要的一组变量来简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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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算法说明

1. Lasso方法。Lasso法是目前机器学习领域比较

流行且基本的一种选择变量的算法，与一般的线性

模型的区别在于：Lasso模型通过加入范数惩罚项来

约束模型中回归系数的大小，通过数据压缩的思想

将模型中不重要变量的系数通过迭代的思想降为

0，从而达到变量选择的目的。Lasso模型的一般形式

如下：

约束条件： 。

在约束条件下求满足以下条件的参数：

（α，β）=

根据矩阵的求解方式，Lasso的回归参数的表达

形式如下：

一般而言，Lasso的目标函数是凸型的且不可

导，传统基于导数的方法不可用，一般采用R软件

中的 lars包进行求解。

2. Logistic 方法。选择 Logistic模型评价供应链

金融的信用风险是传统的方式之一，它主要是对运

用供应链金融模式来融资的企业的违约率进行评

估。假设融资企业出现信用风险的条件概率为P（Yi=
1|Xi）=pi，其中Yi表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违约风险。

本文中Y=1表示高违约风险，Y=0表示低违约风

险，X=（x1，x2，x3，…，xp）
T随机变量代表影响信用风

险的因素，因此模型的函数表达式为：

pi =
1

1+ e
-Yi

Yi=β0+β1x1i+β2x2i+β3x3i+…+βpxpi+εi

=β0+βX+ε
在实际判别信用风险分类时，具体到一家企业

的判别表达式如下：

P（Yi=1|Xi）=

3. SVM方法。支持向量机作为机器学习中常用

的分类模型，近几年在信用风险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支持向量机（SVM）在二分类问题中应用比较广泛，

其主要理论是通过寻找一个超平面对训练样本进行

分割，以确保不同的最小分类错误率。对于样本数

据，在线性可分的情况下，一般存在一个或者多个超

平面可以将样本数据完全区分，分类超平面的一般

形式为 g（x）=wTx+b=0。SVM的核心思想是尽最大

努力使分开的两个类别有最大间隔，这样才使得分

隔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而且对于未知的新样本才有

更好的泛化能力。经过两个平面距离推导分类间隔

为 2/ ，即分类超平面满足分类条件下，使得分

类间隔最大化，也即使 最小化。为了之后的求导

和计算方便，进一步等价于最小化 /2。假设超

平面完成对样本的完全分割，记录两种样本的标

签为｛+1，-1｝，那么对于分类器来说，g（x）>0和
g（x）<0就可以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类别：+1和-1。
则可令：yi（wTxi+b）≥1，这就是目标函数的约束条

件，现在分类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最优化问题：

min 1
2 w 2

subject to yi（wTxi+b）-1≥0（i=1，2，3，…）

这是一个凸二次规划问题，一般引入拉格朗日

函数和对偶变量转化后进行求解。该模型对于信用

指标类型

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

偿债能力

成长能力

符号

roe
roa

netprofitmargin
nptocostexpense

eps_basic
optoebt
turndays
invturn
arturn
caturn
faturn

assetsturn
current
quick

cashratio
cashtocurrentdebt

debttoequity
yoyeps_basic

yoy_or
yoyprofit

yoy_equity
yoy_assets

指标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净利率

销售净利率

主营业务比率

每股收益EPS
营业周期

存货周转天数

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固定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保守速动比率

现金比率

产权比率

基本每股收益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

净资产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

表 1 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
j = 1

p
|
|

|
|βj ≤ s

argmin
( )α，β ∑

i = 1

n æ

è
çç

ö

ø
÷÷yi -α-∑

j = 1

p

xijβj

2

β̂Lasso =argmin（Y-Xβ）T（Y-Xβ）+λ β 1

=β0+ ∑
m=1

p

βmxmi +εi

exp（β0+β1x1i+β2x2i+β3x3i+…+βpxpi）

1+exp（β0+β1x1i+β2x2i+β3x3i+…+βpxpi）

 w
 w

 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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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识别和分类问题的解决十分有效，通过已有的

样本数据训练模型，采用训练后的模型将高违约风

险和低违约风险的企业分类，能够有效降低供应链

金融中银行的信贷风险。

四、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截至 2016年年底A股市场所有的房

地产上市企业共计 149家为样本，在对数据进行缺

失值处理以后，剩余139个可用样本。参照目前大多

数研究对于信用风险的分类，将上市公司中 ST和
∗ST的样本作为高违约风险样本，其他为低违约风

险样本。139家上市企业中，按照上述分类存在 133
家低违约风险、6家高违约风险。高违约风险的样本

仅仅占总样本的4.3%，导致机器学习分类中的数据

不平衡。因此本文采用 SMOTE算法对不平衡的样

本数据进行算法处理，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 112个
新的样本，其中新样本中有 76家为低违约风险，36
家为高违约风险，高违约风险的样本占总样本的

32.14%，重新构造的样本可以进行分类建模和风险

识别。本文在进行信用风险识别模型构造时，将样本

按照 7∶3的比例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同时本文采

用准确率、精准率、召回率、F1-score及AUC等作为

分类器模型评价指标。

（二）Lasso变量选择的回归结果

由于不同的财务指标通常具有不同的量纲和单

位，数据之间往往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数据挖掘

中，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样量纲

和单位才不会影响数据分析和数据建模的结果。建立

Lasso模型时各变量的系数如下图。当模型显示R2

为0.945、Cp值最小为19.627时，从原始变量22个备

选变量中选择16个作为可用变量。

采用Lasso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

2可知，在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评价中，总资产净利

率、每股收益、营业周期、存货周转天数、流动比率和

现金比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在房地产企业信

用风险研究中存在多余变量。

通过表 2可以看出，经过Lasso模型对变量进行

筛选后，指标体系中的 22个指标减少到了 16 个指

标，表明变量筛选作为模型建立的重要环节是十分

必要的。Laaso回归的绝对值的大小反映了各个指标

在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评价中的重要性程度。可以

发现，这些指标中重要性排名前五的指标分别为流

动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速动比

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估计参数分别0.3455、-0.2622、
-0.2172、0.1292和-0.1135，主要集中在企业的盈利

能力和运营能力两大类指标，即企业资金的可持续

性至关重要。商业银行在评估房地产企业的信用风

险时可以重点考察这些影响因素。

（三）房地产信用风险分类识别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 112个样本数据进行建模，已知新样

本中有 76家为低违约风险，36家为高违约风险，将

样本按照 7∶3的比例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在Lasso
模型选择变量的基础上，对房地产企业的信用风险

进行分类和识别。此过程分为两步：采用训练集建立

模型，然后对测试集中的样本进行预测，并通过统计

指标对 Logistic模型、SVM模型在房地产信用风险

中应用的优劣进行对比和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 Logistic模型对训练样本进行训

练并建立模型，然后对测试样本进行建模并分类。

Logistic模型本质上是一种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回

归结果见表3。进行Logistic回归时，企业信用风险中

指标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净利率

销售净利率

主营业务比率

每股收益

营业周期

存货周转天数

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固定资产周转率

系数

-0.2172
0.0000

-0.2622
-0.0466
0.0000
0.0000
0.0000

-0.0702
0.0130
0.3455
0.0135

指标

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保守速动比率

现金比率

产权比率

基本每股收益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

净资产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

系数

-0.1135
0.0000
0.1292

-0.0785
0.0000
0.0962
0.0177

-0.0078
0.0725
0.0215

-0.0352

表 2 Lasso 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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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
0 2 4 8 11 16 20 22

10

2
19

15

3

1.00.80.60.40.20.0

-3

-1
0
1
2
3
4

St
an

da
rd

iz
ed

C
oe

ffi
ci
en

ts

|beta|max|beta|

2018.08 财会月刊·167·□



0表示低违约风险、1表示高违约风险，各个指标同

样进行标准化处理，因此在回归模型中系数的绝对

值大小具有可比性。可以发现，Logistic的回归结果

与Lasso筛选变量的回归结果一致，前五个最重要的

变量分别为流动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

益率、速动比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主要集中在企业的

盈利能力和运营能力上。同时我们发现，在采用传统

的Logistic回归时，各个变量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影

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对企业信用风险具有正向作

用的有 9个，具有负向影响的有 7个。商业银行在对

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评估时应综合考虑企业多样化

的财务指标，对重点的财务指标（如流动资产周转

率、销售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进行监控和预警。

根据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对测试样本进行预

测，预测的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的分类结果与实际

的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的分类的混淆矩阵见表4：

从模型分析及预测结果可以看出，Logistic模
型对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的分类的预测效果尚可，

Logistic模型的预测结果中有 22个低信用风险的公

司被正确预测，有两个低信用风险公司被错判为高

信用风险公司，表明高信用风险企业能够被全部识

别，这也验证了Logistic模型在银行传统的风险识别

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与之不同的是，支持向量机

SVM模型作为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不注重传统的

回归系数的大小，采用智能训练学习对企业信用进

行评估。本文同样使用上述训练集数据建立模型，然

后根据财务指标对测试集的公司信用风险进行预

测，预测的混淆矩阵结果见表5。

根据表 5可得，SVM模型对房地产企业的信用

风险分类和识别的准确率达到了100%，在测试集样

本的 34个公司中，有 24个低违约风险的公司和 10
个高违约风险的公司，分类结果与实际相符。这说明

SVM模型作为新分类模型在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

评估中具有更好的预测效果。为了对两种模型的效

果进行对比，本文对 Logistic模型和 SVM模型进行

了一系列对比分析，比较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 6可以看出，Logistic模型的分类准确率为

94.12%，SVM模型的分类准确率高达 100%，说明在

整体的预测能力即模型的泛化能力方面，SVM模型

明显优于Logistic模型。从精确率来看，Logistic模型

和 SVM模型的测试集精确率都达到 100%。而从召

回率来看，Logistic模型为 83.33%，明显低于 SVM模

型，说明Logistic模型预测到的低违约风险的公司占

实际的低违约风险的比例较低。尽管这样的结果有

助于银行进行风险控制，但过度的风险控制会阻碍

银行对房地产融资业务的开展。F1-socre是精确率

和召回率的调和均值，是综合评价模型分类效果优

劣的一个指标。但通过比较F1-socre及AUC值，同

样可以发现SVM模型的预测效果要优于Logistic模
型，即Lasso-SVM模型在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分类

和识别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企业信用风险的测度已经在国内外发展得比较

成熟，也为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提供了参

考依据。但在对信用风险进行分类和识别的过程中，

人为影响仍然较大。通过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企

业信用风险进行研究，发现现代的技术方法对于信

用风险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未来企业信用

风险分类和识别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的实证结果

评价指标

Logistic模型

SVM模型

准确率

94.12%
100%

精确率

100%
100%

召回率

83.33%
100%

F1-score
90.91
100

AUC
0.917
1.000

0

1

0

24

0

1

0

10

预测结果
真实结果

0

1

0

22

0

1

2

10

预测结果
真实结果

指标

流动资产周转率

销售净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

速动比率

总资产周转率

产权比率

保守速动比率

净利润增长率

系数

40.8847
-26.0181
-18.2054
-16.4385

-14.8324

12.2334
9.2554
6.4780

指标

存货周转率

主营业务比率

总资产增长率

净资产增长率

基本每股收益增
长率

固定资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系数

-6.3439
6.3359
5.8897

-5.2114

2.6235

1.9465
1.0782

-0.9198

表 3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表 4 Logistic模型测试集混淆矩阵

表 5 SVM模型测试集混淆矩阵

表 6 Logistic与SVM模型评价指标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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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机器学习方法较传统的统计方法对于信用风

险分类识别效果更优。在房地产企业所面临的信用

风险中，企业的财务及经营状况是商业银行对其授

信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流动资产周转率、销售

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速动比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指

标对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评价的影响最大，而总资

产净利率、每股收益、营业周期、存货周转天数、流动

比率和现金比率的影响相对较弱。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由于房地产行业具有项目开发周期长、投资规

模大、涉及面广的特点，房地产企业在项目运营中面

临着高风险，因此在供应链金融中商业银行对于房

地产企业的信用风险评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房地

产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

用Lasso模型回归对信用风险评价指标进行筛选，通

过Logistic模型和SVM模型对供应链金融模式下的

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进行分类和识别，结果表明

SVM方法优于常用的 Logistic模型，证明了供应链

金融下 SVM算法运用于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评价

的可行性。

（二）建议

第一，房地产企业应根据自身产业的特殊性，综

合考虑供应链上众多的影响因素，定性和定量地建

立具有房地产行业特色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为企

业风险决策提供参考。同时成立专业的风险管理小

组，结合特殊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制定科学的风

险防范实施方案。另外，在供应链金融中房地产企业

要想提高自身的信用评级，提高信贷审核的竞争力，

就需要健全财务制度，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加快资

金的流转速度。

第二，供应链金融下商业银行应完善区域房地

产信用数据库。这就不仅要考察房地产企业的信用

资质，还要考察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企业资质，整合人

行、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的数据，完善数据库建

设，加强建立供应链金融中企业的信用档案，完善信

贷数据库，为我国供应链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

保障。建立科学有效的模型对融资企业的违约风险

进行评价至关重要，详细的企业信用数据库可为商

业银行进行风险评估和贷款决策提供依据。商业银

行应创新金融产品，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不仅可提

升资金的流动性以及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可为房

地产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降低企业的信贷违

约概率。

第三，我国供应链金融业务仍处于初步发展阶

段，对于供应链金融中企业信用风险的研究，并未建

立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政府层面应加强对金融市

场的监管、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制定供应链金融中

房地产行业信用规范、完善信托等相关法律法规，进

而缩小信用监管盲区。同时应建立信用监管平台，将

责任人信用信息和企业信用信息联系起来，强化责任

人的信用意识。由政府牵头，提高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整体的风险控制能力，有效降低房地产的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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