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金融危机、货币政策
与企业贷款行为
□

金雪军

徐凯翔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一、引 言
２００７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于 ２００８ 年演变

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绝大多数经济体受到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 为应对危机，各国货币管理局纷纷根据
本国国情制定了积极的货币政策。

根据已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货币政策
主要通过信用渠道传导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和企业
的贷款行为。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等根据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
上外部融资溢价的影响，将信用渠道分为银行贷款
渠道和资产负债渠道。 全球金融危机后，学界开始
反思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货币政策立场对

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 Ｂｏｒｉｏ 等首次

有的国内外文献，常用的企业风险承担测度指标有
Ｚ 值、企业收益波动率和预期违约概率等，相较基于
定期报表的 Ｚ 值和企业收益波动率等指标。 我们
选择对风险测度更灵敏的企业预期违约概率（ ＥＤＦ）

作为企业风险承担变量。 企业预期违约概率可以更
加全面地反映市场对企业未来表现的预期，具有更
强的前瞻性。 企业预期违约概率越大，则企业风险
承担越高。 ２．货币政策代理变量。 国外研究中往往
选择短期银行间的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
量。 中国人民银行虽然以数量型指标作为货币政策
的中介目标，Ｍ １ 和 Ｍ ２ 等指标的变动可以作为反映
国内货币状况的综合变量，但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
政策调控综合使用了政策性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

提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货币政策调

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价格和数

整先是影响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或风险容忍度，

量型工具，且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风险承担

进而对银行资产组合、信用风险定价以及贷款决策

渠道的影响存在差异。 因此，为稳健检验货币政策

产生影响，并最终作用于实体经济。 已有关于货币
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银行层面，较
少关注基于企业传导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 此
外，风险承担渠道应包括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水平

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我们选取 １ 年期贷款基准
利率、７ 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
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 ３．控制变量。 为控制
公司、银行及宏观变量可能对基于企业微观传导的

的影响和风险承担水平变化对后一期银行贷款规模

风险承担渠道造成影响，我们使用以下控制变量：企

的影响两个阶段，而现有研究更侧重于第一个阶段，

业规模、资本结构、股权结构、所有权性质、资产收益

较少涉及第二个阶段。

率、经济发展水平银行规模、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的可得
性和货币政策的周期变化，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 公司层面的财务 数 据 取 自 沪 深 Ａ

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来自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和万德
（ ＷＩＮＤ） 数据库；公司的银行贷款数据取自上市公
司银行贷款公告，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货币政策
数据和主要宏观经济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
国家统计数据库。 样本包括 １５４８ 家上市公司和 １６
家上市银行。

４６

（ 二） 变量说明。 １．企业风险承担变量。 根据已

ＣＵＡＡ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５ 卷 总第 ２０５ 期

率和货币政策立场。
（ 三） 描述性统计。 上市公司单笔贷款金额的

自然对数均值为 １８．４２０，标准差为 １．２３２。 标准差较
大说明公司层面的贷款规模有较大差异，为研究分
析提供了前提。 在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方面，１ 年期
贷款利率最大值为 ７．４７０，最小值为 ４．３５０；７ 天银行
间同业拆借率最大值为 １２．２５２，最小值为 ０．９３３；法

定存款准备金率最大值为 ２１．５００，最小值为 ８．５００。
风险承担水平最高的企业预期违约概率为 ０．７９２，平

均值为 ０．３２６，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承担风险的意愿和
能力较强。 所有权性质平均值为 ０．４１３，即样本中国
有企业占 ４１．３％，民营企业占 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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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

在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方面，企业规模的
系数显著为正，资本结构的系数显著为负，股权结构

（ 一） 我国基于企业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产规模越大、杠杆率越低、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的系

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企业更愿意通过银行信贷融资，

数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当 １ 年期贷款基准利

其获得的银行贷款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

率、７ 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显著为负，说明我国银行贷款规模具有逆经济周期

上升时，企业风险承担下降；相反，则会提高企业的

特征，贷款规模适度逆经济周期调整有利于减少宏

风险承担。 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政

观经济的波动和福利损失；货币政策立场的系数显

策越宽松，企业风险承担越高；反之则反。

著为负，即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的银行贷款规模越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企业规模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负，说明大型企业风险承担较低。 这是因

大。 这从微观层面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信用渠道畅
通提供了经验证据。

为大型企业多元化程度较高，拥有诸多业务和投资

（ 二） 金融危机冲击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

渠道，更容易通过组合对冲市场风险。 资本结构与

渠道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风

企业风险承担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杠杆率越高的

险承担对货币政策变动更加敏感，宽松货币政策提

企业风险承担越高，越追求高风险高收益。 股权结

升企业风险承担意愿的程度更高。 企业风险承担和

构与企业风险承担成负相关关系，即我国股权越集

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即金

中的上市公司，其风险偏好越低。 所有权性质的系

融危机冲击下，企业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变动

数显著为负，表明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较低。 国有

的反应敏感度下降，企业降低了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企业在我国掌握着更加优质的资金和政治资源，却

程度。 在金融危机期间，市场经济主体普遍产生了

更倾向于通过低风险的项目获得稳定的收益。 资产

悲观情绪，企业风险承担意愿对央行通过货币政策

收益率与风险承担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效益越

调整释放的经济预期信号更加敏感；同时，金融危机

好的企业更愿意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以追求更高的

造成公司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削弱了公

收益。

司获取银行贷款的能力和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 因

企业风险承担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 水平上呈显

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冲击提升了

著正相关，即企业风险承担越高，其银行贷款规模越

企业风险承担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同时降低了企

大；反之则反。 当企业风险承担提高时，企业为了追

业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敏感度。

求更高的收益，必定会投入更多的成本，通过融资获

企业风险承担、企业规模和金融危机虚拟变量

得更多的资金，从而增加了银行贷款规模。 企业风

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企业风险承担、所有权性

险承担和企业规模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企业

质和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与银行贷款规模呈

风险承担和所有权性质的交互项与银行贷款规模呈

显著负相关，这表明金融危机冲击下，大型企业和国

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银行贷

有企业的银行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敏感度下

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反应更不敏感。 大型企业

降更多。 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衰退导致企业资产

和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丰富，当其风险承担提

负债表恶化，企业倾向于降低债务性融资，提高股权

升需要更多的投资资金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

融资比例。 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由于股权融资渠道

融资，而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依赖于银行信贷，

更畅通，降低银行贷款规模幅度更大，而中小企业和

因此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

民营企业则更加依赖于债务融资，因而降低银行贷

担更加敏感。 企业风险承担和企业股权结构的交互

款规模幅度较小。 企业风险承担、企业股权结构和

项系数显著为负，即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其银行贷

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即企业

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越不敏感。 股权集中时，大

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基于风险承担水平传导的贷

股东更有动力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减少企业高风险

款行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越大。 大股东更倾向于债务

的投资行为，企业融资需求对风险承担的敏感度降

融资以减少代理成本的控制机制，股权集中时会提

低；当股权制衡时，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且投资失败

高企业的负债率。 而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环境恶

时可以将破产风险损失转嫁给股东，管理层会偏向

化，高负债率的企业为了维持资产负债表健康会大

于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其投融资行为对风险

幅减少债务融资，其投融资行为对风险承担的敏感

承担的敏感度更高。 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度下降更快。 因此，大型企业、股权集中型企业和国

下，企业风险承担越高，其银行贷款规模越大，中小

有企业基于企业风险承担传导的贷款行为受金融危

企业、股权分散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规模对企

机影响更大。

业风险承担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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