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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频频爆发的银行危机暴露了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巴塞尔协议的内在缺陷 ，学术界就资本监

管的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从文献研究的角度，通过回顾和分析理论界关于资本监管 、
银行风险承担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 ，可以看出，在微观意义上，关于资本监管对
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研究忽视了对资本监管框架效应的分析 ； 在宏观意义上，资本监管的强化给货币
政策传导机制带来了新的渠道，即银行资本渠道和风险承担渠道。这两种新的传导机制在后金融危机时
代，是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效应的核心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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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988 年发布的巴塞尔协议（ Basel I） 是国际银行业监管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 然而，在此协议付
诸实施后不久，西方世界就爆发了银行危机，更于 1990 年初普遍性地陷入了经济衰退。无独有偶，在新巴
塞尔协议（ Basel II） 实施伊始，西方世界又遭致了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的频频爆发引起人们进
行各个层面的反思，其中金融监管和新协议的内在缺陷再次引发关注 。为此，巴塞尔委员会又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关于新资本协议改革的新主张，提出最新版的资本协议，即 Basel III。 为应对危机，各国央行都实
施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理论上关于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 、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
响等问题也讨论激烈。
因此，本文立足于银行体系，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回顾并评述了关于资本监管、银行风险承担和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这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 。就已有的学术成果而言，自 Basel I 和 Basel II 先后被引入以来，
学者们对资本监管与银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懈的探究 ，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单纯研究最
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微观行为的影响 ； 另一类则是着眼于通过研究资本监管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
响，进而分析资本约束是否引致了信贷紧缩 、银行体系顺周期性、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等宏观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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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监管当局对银行进行资本监管的目的是 ： 当银行面临偿付性危机时，能有足够的资本来缓冲其风险，
从而保证银行业的稳定与发展。对此，自 Basel I 公布以来，资本监管能否有效降低银行个体甚至整个银
行体系的风险水平，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但现有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主要有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提高资本要求会提高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 这被称为资本监管的“预期收入假
说”，即较高的资本持有量会降低银行的预期收入水平，强化银行通过增加高风险资产来弥补损失的动
［1］
机，所以资本约束是无效的。如 Kahane 认为，资本监管使得银行的资本成本提高 ，可能反而会促使它们
采用进入高风险和高收益行业的方法来抵消其成本的增加 ，从而给整个银行的运行带来更大的风险。 在
Besanko 和 Kanatas［2］的模型中，资本监管的引入迫使银行进行外源性的股权融资 ，外部股东侵占了内部股
东的利益，这将降低委托监控的激励，银行的资产风险上升而市场价值下降 。监管者可能一定程度上填补
［3］
委托监控的缺失，但较高的信息成本可能使其最终放弃。Blum 也认为，对于追求银行资本期权价值最
大化的银行，资本监管将带来双重效应： 第一阶段趋紧的资本状况将约束银行的冒险行为 ，但第二阶段的
资本约束反而鼓励了银行承担风险 。强制资本监管的引入有可能破坏银行自身原有的激励机制 。Estrella［4］构建了三阶段动态模型分析新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 第一阶段，银行必须满足监管层的最低
资本要求； 第二阶段，仅仅达标的银行还需进行负债融资以进行风险资产扩张 ，此时面临市场纪律约束； 第
三阶段，银行必须接受监管层的监督检查 。他分析后认为，资本监管对于那些资本富裕银行是有效的，但
资本不足的银行反而会铤而走险 。
第二种观点认为，较高的资本要求会降低银行承担风险的激励。 这被称为资本监管的“在险资本假
说”，即银行资本金比例的提高会降低存款保险期权的价值，迫使银行在危机发生时以自有资本承担损
［5］
失，因此降低了银行增加资产风险水平的激励 。Furlong 和 Keeley 首次将存款保险的期权价值纳入银行
的目标函数，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银行来说 ，不会采取增加风险资产的办法来应对资本充足率要求，原
因是存款保险的边际费用会随着银行杠杠比率的降低而递减 ，从而资本监管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激励。
Boot 和 Marinc［6］（ 2006） 认为资本监管的引入降低了存款保险隐性补贴，激励所有银行将自身风险内部
化。好银行将增加监控投资来降低资产风险 ，坏银行则是收缩信贷，前者的市场份额增加。 长期来看，强
化资本监管有利于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定 。
［7］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监管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激励 。Rochet
表示，只有当风险权重能够恰当确定时 ，巴塞尔资本监管能够降低单个银行的资产组合风险以及银行业的
［8］
整体风险。Hellmann 等 在道德风险的动态模型中，认为自由化导致的竞争不利于银行的审慎经营 。 资
本监管的引入，抑制了股东的道德风险，但同时也弱化了银行的特许权价值而诱使其投机冒险 。Repullo
［9］
和 Suarez 则认为，资本监管能够更有效地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 ，实现审慎性均衡，并且这种有效性
［10］
在引入市场纪律后更加显著。Decamps 等 将 Basel II 下三大支柱的相互作用引入连续时间金融模型，
研究发现： 最低资本要求能够很好地克服道德风险 ，市场纪律一定程度可以作为第一支柱的替代，允许实
［11］
施稍低的资本要求。Kopecky 和 VanHoose 认为资本监管的引入改变了银行的成本收益结构 ，一方面降
低了信贷供给量和提高了贷款利率 ，同时也导致实施委托监控的银行的均衡市场份额下降了 ，因此总体信
［12］

贷质量是否恶化则取决于两者的净效应 。Blum 认为在 Basel II 下，处于信息劣势的监管者事前甄别和
事后惩罚能力有限，而处于信息优势的银行可能过度冒险并且隐藏信息 ，因此可以考虑引入同样基于风险
的动态杠杆比例以增强 Basel II 的有效性。
第四种观点认为，银行的资本约束和风险承担动机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一定程度上呈现出“U”
［13］
型。Calem 和 Rob 构建了一个无限期的均值 － 方差模型，动态来看，银行风险承担与资本监管呈现“U”
型关系。随着资本的增加，银行开始时降低自己的风险承担程度 ； 但随着资本的继续增加 （ 超过理论上的

最优资本比例） ，银行开始越来越进入风险更大的领域 。也就是说，资本严重不足的银行和资本充裕的银
行相对于资本中等充足的银行来说都更有动机去进入高风险的行业 ，尽管两者的动机有明显差异。 前者
进入高风险领域是道德风险所致 ，即资本严重不足的银行认为可以很容易地把过度承担的风险通过破产
转嫁给其他债权人（ 如存款人和保险公司） ，而当这种冒险投资成功时可以享受高额的收益 ，也即“风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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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收益内在化”。相反，后者进入高风险领域是因为它们本身破产风险小，高收益的投资具有很强的
吸引力。此外，外部的官方监管允许资本充裕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 ，而限制资本不足银行的业务范围，因
此其结果可能导致银行风险承担与资本监管的“U”型关系。
第五种观点，少数学者认为，资本监管与银行实 际 风 险 水 平 之 间 没 有 直 接 的 因 果 关 系 。Milne 和
Whalley［14］首先将内生银行资本引入连续时间金融模型 ，监管者可以随机地监督检查，并对资本不足银行
实施严厉的事后惩罚。银行为了维护其特许权价值，事前将持有超额资本。动态来看，资本约束对银行风
［15］
险承担的影响只是取决于超额资本的大小 ，且长期效应并不明显。Barth 等 在一篇很有影响力的实证
文献中，运用多元的代理变量，发现资本要求和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 ，但控制了其他监管制度变量后，资
本要求与银行危机发生概率的相关性不显著 。
总的 来 说，最 低 资 本 要 求 对 银 行 行 为 的 影 响 存 在 两 种 效 应 ： 一 是 资 本 门 限 效 应 （ capital threshold
effect） ，意指法定最低资本要求相当于对银行课税 ，违背最低资本要求将导致高额成本 （ 包括监管惩罚、声
誉损失、不利的市场反应） ，更重要的是将提升银行外源融资溢价，使得其信贷扩张受限。 二是资本框架
效应（ capital framework effect） ，也就是将资本监管作为一个整体框架将极大地影响银行风险管理的过程 ，
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定价与风险控制等。现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前一种效应的细分研究 ，而对后一种效应
的探讨则远远不够。随着 Basel II 的逐步实施，资本框架效应会越来越明显。 新资本协议内容的复杂性
及其实施方法的可选择性决定了其对商业银行资本结构 、信贷增长、资产组合调整、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将更加复杂。资本监管微观效应的复杂性将给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新的问题 。

三、资本监管、宏观波动与货币政策
（ 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传统研究及其不足
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各经济流派从不同的经济条件出发，形成了各自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
［16］
论。Mishkin 根据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的不同替代性 ，将它们分为两大类，即货币渠道 （ money channel）
和信贷渠道（ credit channel） 。

货币渠道主要包括利率渠道、相对价格渠道（ 包括托宾 q 渠道、财富渠道 ） 以及汇率渠道。持货币观
点的学者认为，金融资产只有货币和债券两种形式 ，银行贷款只是债券的一种，贷款和债券可以相互替代。
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仅是通过“货币途径 ”完成的，主要是通过不同金融资产的价格 （ 主要是利率 ） 的变
化发生作用，并影响投资水平和产出。货币观只强调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的一方，而忽视了资产的一方，认
为货币供给变化的根源并不重要 ； 不管货币总量的增加是银行发放贷款还是购买证券引起的 ，它对经济活
动都将产生同样的影响。不过，货币观建立在完全信息的金融市场假设基础上 ，而忽视了事实上的信息不
完全问题和金融市场的自身结构问题 。
［17］
信贷渠道主要包括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 。Bernanke 和 Gerlter 指出前者着眼于存款准
备金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后者则立足于企业的财务健康和净值变化及其导致的外部融资溢价 。总的来说，

从金融市场摩擦现实存在出发，持信贷观点的学者认为，货币观点只强调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一方是不对
的，作为资产的一方同样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其作用甚至超过货币。信贷渠道可以理解为一个有
关货币、债券和贷款三种资产组合的模型 ，并且在债券和贷款之间不存在完全替代关系 。不对称信息和其
他摩擦因素造成了外部筹资的资金成本与内部筹资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外部融资溢价 ”。 货币政策不仅
影响到一般利率水平，而且还影响到外部融资溢价的大小 ，外部融资溢价的变化比单独利率变化能更好地
解释货币政策效应的强度、时间和构成，银行信贷的可得性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该理
论的缺陷在于信贷渠道局限于传统商业银行 ，并且主要影响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此外，
金融创新产生了很多替代银行信贷的金融工具 ，这也导致了信贷渠道的局限。
实际上，不管是标准的货币乘数模型还是货币政策信贷渠道都隐含假定银行资本是外生给定的 ，通常
仅关注银行准备金水平对信贷扩张和货币供给的影响 。然而，随着资本监管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实施以
及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关于资本充足率约束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甚至很多西方
国家的货币当局已经放弃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 ，而更关心与监管当局的政策协调 。
（ 二） 资本监管的宏观效应之一： 银行资本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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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尔协议下，银行信贷渠道的有效性与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密切相关 。 因为在监管资本的硬约束
下，若没有额外的资本，商业银行将面临信贷扩张的限额 。即使银行能够顺利发行无须缴纳存款准备金的
负债工具（ 如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等） ，也无法使其信贷增长。
资本监管对银行行为的影响，为其宏观效应奠定了微观基础，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顺周期性问题 。资本
监管的顺周期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了显著影响，表现为“银行资本渠道 ”（ bank capital channel） ，
即： 货币政策工具（ 如短期利率） →资本缓冲→银行信贷 → 总支出。（ 1） 利率调整对资本缓冲存在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前者是指名义短期利率的变动直接影响了银行的现金流 、净利差、盈利水平和资产价值
（ 通过影响贴现因子） ； 后者是指利率变动先是影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实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而
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资本规模 。西方学者最早着眼于研究利率变动对银行净利差的效应 ，后来越
来越倾向于研究利率变动对银行整个资产状况的影响 。（ 2） 利率调整对资本缓冲和银行资产组合行为的
影响还取决于经济金融环境和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特性 。（ 3） 利率向上调整和向下调整的效应可能是
不同的，即资本监管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 4） 给定银行的财务状况，银行资本渠道效应的大小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自身对外部融资约束的敏感性 。也就是说，相对于中小银行，大银行由于规模优势和
信息优势，它们受到的外部融资约束较小，因而银行资本渠道效应就可能较弱 。
具体地，这方面的文献最早源于学者们对西方国家 1990 ～ 1992 年经济衰退的解释。由于此次衰退发
［18］
生恰逢巴塞尔协议的引入，因此 Bernanke 和 Lown 很自然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即资本监管导致银行信贷
紧缩，进而导致经济衰退。随着实证文献的增多，学者们开始从理论层面解释资本监管的宏观效应 。在这
［19］
方面，Blum 和 Hellwig 首先发现，资本监管和银行信贷联系紧密，并且强化了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 而
Thakor［20］通过扩展信贷配给模型，为资本监管的宏观效应找到了微观基础。 循着他们的思路，西方学者
应用各种模型和方法研究了巴塞尔协议下银行资本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角色 ，并提出和证实了
“银行资本传导渠道”。
首先，我们假定银行资本在短期内外生给定 ，或银行因筹集成本太高而无法进行资本融资。 因此，在
［21］
静态局部均衡分析范式下，Holmstorm 和 Tirole 道德风险模型表明，银行资本是信贷、利率和实际投资的
［22］
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其本身所固有的顺周期性特征将显著放大经济衰退幅度 。Kopecky 和 VanHoose 通
过在传统的存款乘数模型中植入资本约束 ，分别研究了无资本约束、资本松约束和资本紧约束这三种情形

下银行的最优化行为，并讨论了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他们证明了在银行资本无法调整
的情况下，资本监管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 。然而，静态局部模型的最大不足是假定银行资本外
［23］
生，并且没有考虑其他代理人 （ 如企业、家庭和货币当局等 ） 的行为影响。 为此，Kopecky、VanHoose 和
Tanaka［24］都通过引入资本约束将传统的 IS － LM 模型分别加以拓展，在静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了
［25］
资本监管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 。类似地，Seater 也是在传统的 IS － LM 模型下分析了银行监
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 。他认为最优的银行监管政策必须随经济形势而动态调整 ，应该成立

一个组织机构来协调监管者和货币当局的行为 。
［26］
其次，长期来看，银行可以进行资本调整。 在动态的局部均衡分析中，Chami 和 Cosimano 即 C － C
模型构建了不完全信贷市场和存在资本监管条件 （ Basel I） 下银行价值最大化模型，他们证明了中央银行
的利率政策不仅会通过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贷款供给能力和利润以及银行
的市场价值（ 即金融加速器机制） ，而且还会影响银行资本的期权价值进而影响信贷投放量 ，即所谓的“银
行资本传导渠道”。该模型的最大不足在于没有考虑信贷风险 ，也没有考虑风险权重的逆周期性。 为此，
Zicchino［27］在新巴塞尔协议（ Basel II） 视角下拓展了 C － C 模型，将贷款的可能性损失和风险权重与宏观
［28］
变量相联系，进而证明了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更强。Van den Heuvel 架构了另外一种在不完全竞争条
件和资本约束条件下求银行价值最大化的动态模型 ，模型证实了银行资本渠道存在性 ，并且这种传导渠道

的有效性还取决于银行部门资本金的分配结构 ，即较资本金充足的商业银行，资本金比率低的商业银行对
［29］
利率政策的冲击将出现延迟且扩大的反应。 而在更复杂情形下，Bolton 和 Freixas 分别构建了基于家
庭、企业、银行和货币当局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他们认为在新巴塞尔协议下，银行资本渠道更加显著，也
就是银行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更强 。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学术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是 ： 不管是出于市场自身需要还是监管当局的法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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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银行资本约束的引入，都事实上为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植入了某种放大机制 。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在某
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放大机制，也即强化了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 。在新的监管制度环境下，货币政策传导
的银行资本渠道将更加显著。然而，这里的分析仅限于研究资本监管的门限效应 ，而没有将它视为一个整
体来分析框架效应，也即资本监管如何通过影响银行对风险的感知和定价 ，进而影响银行行为和货币政策
的有效性，即所谓的风险承担渠道（ risk-taking channel） 。
（ 三） 资本监管的宏观效应之二： 风险承担渠道
随着 Basel II 的逐步实施，金融机构的风险度量和风险态度的宏观效应问题及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
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既有的金融和经济领域的理论研究都忽视了这一点 。 首先，关于风险
的度量和定价一直是金融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但关于系统性风险的度量问题仍然方兴未艾。 而风险定价
则通常采用“无套利框架”，忽视了现实的金融摩擦问题。 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金融市场摩擦因素
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再加上资本监管的外部约束，货币政策的调整将直接影响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财务健
康和风险承担行为，继而作用于信贷供给意愿和水平，再影响到整体经济波动，即： 货币政策工具 （ 如短期
［30］

利率） →风险承担→银行信贷→总支出。事实上，Disyatat 认为这种风险承担渠道不仅适用于传统商业
银行，也适用于影子银行体系。 此外，金融机构越是依赖于市场融资，新渠道效果反而越明显。 这两个
“意外”结果是对银行信贷渠道诟病的最好回应 。
关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风险定价模型效应。低利率通过定
［31］

价模型影响银行的收入现金流、市场估值和风险度量。Danielsson 等 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资产价
格和企业抵押品净值抬升，持续的繁荣降低了市场波动率，银行将调低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风险权重，
由此释放出的经济资本弱化银行的风险资本约束 ，使其风险偏好水平上升。 不同于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机
［32］
制，Borio 和 Zhu 强调银行部门的风险承担行为对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 。 二是逐利锦标赛效应 （ search
for yield effect） 。长期低利率环境下，传统金融工具的收益率是有限的。Rajan［33］指出激烈的市场竞争给
银行管理带来巨大的业绩压力，为了追求持续的高增长，银行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市场的逐利锦标赛中，风
险承担行为陡然增加。三是思维定势效应 （ habit formation effect） 。 充裕流动性下的繁荣景象，一方面使
得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产生了某种思维定势和乐观情绪 ，认为市场会一直繁荣，反应在定价模型中，风险溢
酬将下调，即内生性地降低风险规避水平； 另一方面，市场繁荣也刺激消费者进行乐观大胆的支出 ，棘轮效
［34］

应导致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趋于上升 。 四是中央银行沟通反馈效应。Altunbas 等认为 强化信息披
露和与金融市场的沟通是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大趋势 ，但也存在某些不利因素。 面对经济衰
退，中央银行明确地表示要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抵御经济下行风险 ，这相当于给银行体系提供了隐性保
［35］
险，可能带来道德风险问题，政策的透明性有可能鼓励银行更多的冒险行为 。 对此，Diamond 和 Rajan
提出，经济年景好的时候，货币政策应比通常情况时更加趋紧，以消除银行过度承担流动性风险的激励。
Farshi 和 Tirole ［36］甚至认为政策制定者应本着前瞻性原则 ，使用动态不一致的货币政策，增强利率对宏观
变量的敏感性，而不必拘泥于通胀偏差。

四、研究总结与展望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我们可以将资本监管、风险承担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总结
如下： 首先，资本监管通过资本门限效应和资本框架效应对银行的最优资本结构和风险承担行为相互影
响，而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本门限效应 ，对资本框架效应的研究明显不足。 其次，资本监管对货币政
策传统机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监管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 ，也即银行资本渠道效应上。再者，银行风险承担
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是通过所谓的风险承担渠道 ，也即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会直接影响到银行
资产负债表的稳健程度及其内生性的风险偏好 ，进而影响它们的信贷和投资行为 。反过来，银行自身的财
务健康程度也会通过中央银行的沟通函数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影响 。
总之，我们对资本监管的货币政策效应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提出的宏观审慎
监管问题，它如何与微观审慎监管进行衔接 、如何与货币政策进行协调都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方法
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 是研究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主流框架 ，但这个标准范式对银行资本
和风险承担问题的处理尤其显得粗糙和简略 ，以至于难以对金融摩擦的放大机制做出很好的理论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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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Requirement，Risk Taking and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Literatures Review and Analysis
Chen Long-teng ，He Jian-yong
（ Economics School，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Frequently banking crises expose the inherent defect of the capital requirement of Basel Accord，
then the academia hotly debate on the micro and macro effect of the capital requirement． With footing on the
banking system，this paper analysis the compl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requirements，risk taking and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s． Firstly，in the micro way，the paper sums up five views
about the impact of capital requirement on the risk taking behavior of bank，then present that capital framework
effect hasn't been neglected so far． Secondly，in the macro way，the strengthened capital requirement brings new
channels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that is bank capital channel and risk taking channel．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these new channels are the core topics of the reach on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with the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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