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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微观层面房价与银行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采用中国２１个大中城市及所辖城商行
数据，建立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房价上涨幅度低于１１．６４％的门槛值内，出现
“抵押效应”，银行稳定性增强；房价上涨幅度在１１．６４％～１３．２９％区间内则出现“偏离效应”，银行稳定性弱
化，且“偏离效应”比“抵押效应”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部城市的门槛效应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研究

认为：银行在住房贷款决策时不宜过分倚重抵押物，并且应逐渐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贷款的现状；政府应尽

快建立房价波动预警体系，防止房价过度上涨，在房价调控时应强化区间管理思维，避免出现“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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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１９９８年我国开启房地产市场化进程，至２０１０年商品房价格累计上涨１４４％（原鹏飞等，２０１４），［１］

涨幅相当惊人。２０１５年底至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全国３６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更是出现加速上涨态势。伴
随着房价上涨步伐的加快，房地产贷款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也不断上升。根据央行２０１６年７月发布
的金融统计数据，在２０１６年７月新增的４６３６亿元人民币贷款中，住户部门贷款增加量已达到４５７５亿
元，这意味着该月的信贷资金投放中房地产贷款几乎取代企业贷款，成为唯一的新增贷款品种。出现

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是，只要房价不断上涨，作为房地产贷款抵押品的房屋价值就会随之增加，那么，

银行认为房地产贷款就相对安全，银行放贷冲动必然不断被强化。然而，事与愿违，仅仅依靠抵押物

并不一定能够降低银行风险（Ｂｅｒｇｅｒ＆Ｕｄｅｌｌ，１９９０；［２］Ｎｉｉｎｉｍｋｉ，２００９［３］），原因可能是银行据此草率地
做出贷款决策而过度放贷，从而承担过多风险，这为银行不稳定埋下了“祸根”，一旦房价转向下跌，风

险敞口将迅速暴露，严重时可能引发危机（沈悦等，２０１５）。［４］事实上，无论是北欧和日本的银行危机，
还是美国的次贷危机，都已经提供了例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银行潜在风险可能随

时爆发，因而在政府反复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房价与银

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房价下跌造成银行不稳定的观点（梁琪和郭娜，２０１１），［５］但学术界对房
价上涨与银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存在争论。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以 Ｄａ
ｇｌｉｓｈ（２００９）［６］等学者为代表的“抵押效应”观点认为，房价上涨提高了抵押物的价值，从而增强了银行
的稳定性，而以Ｇｅｒｌａｃｈ和Ｐｅｎｇ（２００５）［７］等为代表的“偏离效应”观点则认为，大幅上涨的房价将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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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大量放贷，从而过度承担风险，因而房价上涨将降低银行稳定性。实证研究方面也未得出一致的

结论。Ｋｏｅｔｔｅｒ和 Ｐｏｇｈｏｓｙａｎ（２０１０）［８］分析了德国房价变动与银行稳定性的关系，支持“偏离效应”观
点。Ｐａｎ和Ｗａｎｇ（２０１３）［９］分析了美国的情况，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近年来，该争论
在国内也日趋激烈。陈志英等（２０１３）［１０］学者赞同“抵押效应”观点，认为住房价格与银行稳定性之间
具有正向相关关系，而邱崇明和李辉文（２０１１）［１１］等学者则认同“偏离效应”观点。本文认为，造成上
述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理论上缺乏房价与银行体系稳定性之间的深入分析；另

一方面，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常常使用全国层面的样本数据，忽视了房价变动的区域异质性影响，导致

较大的样本偏误，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事实上，房地产属于非标准化资产，天然存在地区异质性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Ｐｅａｃｈ，２００４）。［１２］虽然梁云芳和高铁梅（２００７）［１３］以及何维达和陈宝东（２０１３）［１４］等学者
已经注意到此问题，但遗憾的是，在分析房价与银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时，该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

重视。

本研究的价值在于：构建房价波动影响银行稳定性的理论模型，并使用更加体现房价波动异质性

的城市层面数据，运用非线性的门槛面板计量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探寻两者可能存在的

非线性结构特征。本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为在

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和启示。

二、理论模型

银行业高负债经营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内在不稳定性（Ｍｉｎｓｋｙ，１９９２）。［１５］资产价格波动是导致
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谭政勋和侯?，２０１１），［１６］而房价则是一国重要的资产价格之一。Ｓｈｉｎ
（２００８）［１７］认为房价下跌将导致企业资本金减少，违约可能性增加，对银行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资产
价格变化也与抵押物价值密切相关，这在房地产作为抵押物时表现得更为明显（Ｇａｂｒｉｅｌｅ＆Ｒｉｃｈｈｉｌｄ，
２０１０），［１８］甚至起到了加速房地产周期的作用，即在房价上涨时推动信贷规模不断膨胀，而在房价下
跌时造成信贷的崩塌（Ｈｉｌｂｅｒｓ，２００１）。［１９］

在Ｎｉｉｎｉｍｋｉ（２００９）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理论模型。基本假设为：在风险中性的经济
体内，仅存在银行和借款者。需要说明的是，与原有框架假设不同，本文假设银行完全利用自身的信

息中介优势进行贷款决策，无外部监管机构进行监管。银行房屋抵押贷款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该

银行的大小规模为１，没有自己的资本，资金来源于吸收社会储蓄存款（利率为ｒ），银行收入来自正常
抵押贷款的偿还利息和贷款失败时获得抵押物带来的收入。银行满足“经济人”假设，以获得最大化

利润为目标；借款者完全依靠银行贷款来获得资金支持，以购买的房屋作为抵押物。贷款规模为１，贷
款利率仅受到抵押物的影响。来自抵押物的价值为 Ｄ，初始价值为１。在贷款期间，房屋价值是波动
的，以概率ｈ升值为αＤ，以概率１－ｈ贬值为αＤ，即α＜１＜α。经济体中存在两类购买房屋的借款者，
一类是能获得较高收入并按时偿还贷款利息的“好借款者”，另一类是获得收入较低难以按时偿还贷

款利息的“坏借款者”。“好借款者”获得收入Ｙ的概率为μｇ，以１－μｇ概率获得的收入为０，而“坏借
款者”获得收入Ｙ的概率为μｂ，以１－μｂ概率获得的收入为０，μｇ＞μｂ。银行在不掌握借款者类型的
情况下发放贷款是不盈利的，但是监督将产生非货币成本 ｍ。“好借款者”所占比例为 ｇ，而“坏借款
者”的占比为１－ｇ。

由以上分析可知，银行给借款者发放贷款的平均成功概率为ｓ＝ｇμｇ＋（１－ｇ）μｂ。按照假定条件，
当银行对借款者不进行筛选时，将不能盈利，即ｓＹ＋ＤＥ＜ｒ，其中 ＤＥ是抵押物价值的期望值，且 ＤＥ＝
［ｈα＋（１－ｈ）α］Ｄ，这里实际上将 ＤＥ简写为 Ｄ，即简化为 ｓＹ＋Ｄ＜ｒ。同时，由于银行事先并不能有
效区分“好借款人”和“坏借款人”，因而需要对所有借款人进行逐一甄别，以区分出“好借款人”。此

外，“坏借款人”长期内给银行带来的净现金流量为负值，因而实际上相当于产生正净现金流的“好借

款人”弥补了所有利息和监督成本，即μｇＹ＋Ｄ＞ｒ＋ｍ／ｇ。结合两式推导出式（１）：
ｍ＜（１－ｇ）（ｒ－μｂＹ－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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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意味着银行监督一个借款者的非货币成本要小于“坏借款者”带来的期望损失，否则银行
将不会监督。以下具体区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一）当银行对借款者监督时

由于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是完全竞争的，如果银行获得的利润为零，则下式成立：

μｇＲ＋（１－μｇ）ｈＭｉｎ［αＤ，Ｒ］＋（１－μｇ）（１－ｈ）αＤ＝ｒ＋ｍ／ｇ （２）
式（２）中，Ｒ代表贷款的偿付额。等式左边第一项表示银行给“好借款者”发放贷款获得的收入，

后两项表示银行在抵押物升值或者贬值情况下期望得到的收入，等式右边表示银行的成本。当αＤ＜
Ｒ时，抵押物的价值不能覆盖贷款偿付额，这时银行将获得抵押物；而当αＤ≥Ｒ时，抵押物的价值超过
贷款偿付额，即借款人不仅能够偿还贷款，而且还可以保留剩余的部分（αＤ－Ｒ）。将这两种情况分别
代入式（２），解出关于Ｒ的关系式，分别为式（３）和式（４）：

Ｒ＝［ｒ＋ｍ／ｇ－（１－μｇ）Ｄ］／μｇ，当αＤ＜Ｒ时 （３）
Ｒ＝［ｒ＋ｍ／ｇ－（１－μｇ）（１－ｈ）αＤ］／［μｇ＋（１－μｇ）ｈ］，当αＤ≥Ｒ时 （４）
在式（３）和式（４）两种情况下，Ｒ／Ｄ＜０，表明贷款偿付均随着抵押物价值上升而下降，实际上抵

押物成为借款者获得贷款优惠的条件。

（二）当银行对借款者不监督时

由于银行监督时获得的利润为零，那么，如果银行在不监督时获得的利润大于零，则银行将对借

款者不监督。此时，银行的贷款决策主要由房价涨跌导致的抵押物价值变化来判定，银行获得的期望

利润为：

πｂ（Ｄ）＝ｈＭａｘ［ｓＲ（Ｄ）＋（１－ｓ）Ｍｉｎ（αＤ，Ｒ）－ｒ，０］＋（１－ｈ）Ｍａｘ［ｓＲ（Ｄ）＋（１－ｓ）αＤ－ｒ，０］（５）
１．当房价下跌，抵押物价值下降时
此时，ｈ＝０，抵押物的最大价值为 Ｄ（α＝１），银行获得的利润为 Ｍａｘ［ｓＲ（Ｄ）＋（１－ｓ）Ｄ－ｒ，０］。

下面证明ｓＲ（Ｄ）＋（１－ｓ）Ｄ－ｒ＜０。将式（３）代入ｓＲ（Ｄ）＋（１－ｓ）Ｄ－ｒ，得到式（６）：
ｍ＋（１－ｇ）［Ｄ－ｒ＋（（ｒ＋ｍ／ｇ－Ｄ）μｂ）／μｇ］ （６）
由μｇＹ＋Ｄ＞ｒ＋ｍ／ｇ可知，式（６）小于ｍ＋（１－ｇ）［Ｄ－ｒ＋μｂＹ］，而由式（１）可知，ｍ＋（１－ｇ）［Ｄ

－ｒ＋μｂＹ］＜０。因此，当抵押物价值下降时，银行将亏损，获得的最大利润为０。
２．当房价上涨，抵押物价值增加时
此时，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１）当抵押物价值增加的幅度不够大，即αＤ＜Ｒ时。式（５）可以重新表述为 πｂ（Ｄ）＝ｓ（Ｒ－ｒ）＋

（１－ｓ）（αＤ－Ｙ）。此时，令πｂ（Ｄ）＝０，解得αＤ＝（ｒ－ｓＲ）／（１－ｓ），这意味着当（ｒ－ｓＲ）／（１－ｓ）＜αＤ
＜Ｒ时，银行获得正的利润；相反，如果αＤ＜（ｒ－ｓＲ）／（１－ｓ），这时银行将亏损。此时，房价上涨带来
的抵押物价值的提高实际上已成为银行放贷决策的信号。当房价上涨幅度不超过此区间中的门槛值

τ１∈［（ｒ－ｓＲ）／（１－ｓ），Ｒ］时，银行仅根据抵押物价值的提高来进行放贷就可以获得利润，银行经营
持续改善，银行体系趋向稳定，即出现“抵押效应”。

（２）当抵押物价值增加的幅度较大，即αＤ＞Ｒ时。此时，抵押物进一步升值，银行获得的利润为
πｂ（Ｄ）＝ｓ（Ｒ－ｒ）＋（１－ｓ）（αＤ－ｒ）。由于Ｒ＞ｒ且αＤ＞Ｒ，所以αＤ＞ｒ，这使得πｂ（Ｄ）＞０，意味着此
时银行总可以获得利润。下面根据房价上涨的幅度不同，具体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第一种情况是当

抵押物价值αＤ满足αＤ＞τ２?Ｒ时，此时房价的上涨幅度远远超过了贷款偿付额，房价泡沫已经出现，
房地产处于极度繁荣状态。此时，过高的房价导致抵押物价值过度膨胀，银行内部风险管理部门观察

到房地产市场异常状况后，在贷款决策时会相对谨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房地产风险过度传

导至银行体系，否则一旦房价泡沫破裂，将会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造成严重冲击；第二种情况是当抵

押物价值αＤ满足αＤ∈［Ｒ，τ２］时，此时虽然房价快速上涨，但房价泡沫尚未形成。这一阶段是房地产
风险快速累计阶段。由于房价持续上涨，抵押物价值也随之增加，银行极易盲目增加贷款投放，并使

得贷款投放高度集中，从而承担过多风险，造成银行不稳定，即出现“偏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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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房价波动与银行稳定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房价下跌时，抵押物价值缩水，银行

亏损，不稳定性增加。当房价上涨时，抵押物价值随之上涨，但也不一定使得银行稳定性增加，此时存

在“抵押效应”和“偏离效应”。基于上述分析，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当房价上涨幅度不超过门槛值τ１时出现“抵押效应”
假设２：当房价上涨幅度处于［τ１，τ２］时出现“偏离效应”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层面的经营数据难以获得，同时，全国３６个大中城市中绝大多数为省会
城市，无论是房价变动还是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水平，从全国范围看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选

择全国３６个大中城市及其所对应的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在样本选择时，剔除数据缺失
的城市商业银行，舍弃已经实现全省范围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如：徽商银行、宁夏银行等），经过筛选

后得到２１家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分析对象。具体而言，这２１家银行包括北京银行、天津银行、上海银
行、重庆银行、盛京银行、大连银行、哈尔滨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厦门银行、南昌银行、

齐鲁银行、青岛银行、郑州银行、汉口银行、长沙银行、广州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都银行、贵阳银

行。为规避一些样本银行兼并重组因素的影响，将数据分析的时间起点选择为２００７年，时间截止点
为２０１５年。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城市数据库、中经产业数据库、Ｗｉｎｄ数据库和 Ｂａｎｋｓｃｏｐｅ全球数据
库，缺失数据由各银行历年的年报数据补充完整。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根据前文的分析，房价变化对银行稳定性可能产生非线性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同时，面板模

型能够很好地处理异质性问题，因此，采用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２０］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对其进行分析。该
模型能够根据数据自身特征内生地确定结构突变点，划分变量的反应区间。相比于传统门槛模型外

生性给定门槛值的做法，该模型的估计更加科学和有效。参照 Ｐａｎ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３）的研究框架，如果
存在一个门槛值，则建立式（７）的单门槛模型：

ＮＰＬｉｔ＝αｉ＋β１ＤＨＰｉｔＩ（ｑｉｔ≤τ）＋β２ＤＨＰｉｔＩ（ｑｉｔ＞τ）＋φＺｉｔ＋ｅｉｔ （７）
如果存在两个门槛值，则建立式（８）的双变量门槛模型：
ＮＰＬｉｔ＝αｉ＋β１ＤＨＰｉｔＩ（ｑｉｔ≤τ１）＋β２ＤＨＰｉｔＩ（τ１＜ｑｉｔ≤τ２）＋β３ＤＨＰｉｔＩ（τ２＞ｑｉｔ）＋φＺｉｔ＋ｅｉｔ （８）
其中，下标ｉ表示城市，ｔ表示时间，ｅｉｔ为残差项，ｑｉｔ为门槛变量，τ、τ１、τ２为门槛值，Ｉ（·）为指示函

数。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设定如下：

１．被解释变量
ＮＰＬｉｔ为被解释变量，代表银行稳定性。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看，衡量银行稳定性的指标大致有

两类：一类是综合性指数指标，主要包括银行脆弱性指数（Ｋｉｂｒｉｔｃｉｏｇｌｕ，２００２）［２１］和银行稳定性指数
（Ｇｅｒｓｌ＆Ｈｅｒｍａｎｅｋ，２００７）［２２］等。近年来，国内学者邹薇（２００７）［２３］等也提出了类似的银行稳定性指
数（ＢＳＳＩ）指标。这类指标的优点是涉及面广，但是敏感性较差。另一类是单一型指标，使用较广泛的
包括不良贷款率（Ｋａｕｋｏ，２０１２）、［２４］银行倒闭比例（Ｃｅｂｕｌ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２５］和银行危机发生概率（Ｋｏｅｔ
ｔｅｒ＆Ｐｏｇｈｏｓｙａｎ，２０１０）［２６］等。在上述诸多指标中，不良贷款率的计算较为简单且代表意义较强，在文
献中使用最多。Ｐａｎ和Ｗａｎｇ（２０１３）也进一步认为该指标是衡量银行稳定性的最佳指标。由于信用
风险仍然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因此，本文也采用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银行稳定性的指标。

２．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ＤＨＰｉｔ为解释变量，代表房价波动。该指标的计算方法为：首先，通过计算商品房销售金额与销售面

积之比得到商品房的平均价格，再采用定基ＣＰＩ对其进行价格调整，以２００６年的不变价格表示，取对数
差分后得到房价增长率。其次，根据赵文胜等（２０１１）［２７］和范从来等（２０１２）［２８］的做法，采用ＨＰ滤波方
法，对房价增长率进行滤波，将趋势成分分离得到房价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序列。同时，该指标也作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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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变量，在估计时采用ＯＬＳ估计模型，对可能的门槛值τ进行迭代，选择残差平方和最小的门槛值作为
估计值，并运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得到大样本下的渐进分布Ｐ值，并以此判定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Ｚｉｔ代表控制变量。银行稳定性可能受到银行自身特征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需要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因此，在模型中加入资本充足率ＣＡＲｉｔ、资产收益率ＲＯＡｉｔ和人均实际ＧＤＰ
增长率ＰＧＧｉｔ，以控制银行资本、盈利能力和宏观因素的影响。此外，２００７年以来，监管部门适当放松
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城市商业银行开始了跨区域经营热潮。一般而言，跨区域经营的

市场准入条件更高，在经营环境、业务发展、管理水平等方面给城商行带来的挑战更大。为了控制其

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引入虚拟变量 Ｄ，具体形式为：若实现跨区域经营为１，否则为０。与 Ｐａｎ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３）的研究不同的是，该虚拟变量以乘法的形式引入，而不是以加法形式。考虑到监管层将
资本充足性作为跨区域经营准入审批的关键要素，因而选择该虚拟变量与资本充足率指标以交互项

的方式ＣＡＲＤｉｔ进入模型，以控制跨区域经营的影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２５百分位 ５０百分位 ７５百分位 最大值

ＮＰＬ １．８６８ ２．８７０ ０ ０．７２ １．０２６ １．９５ ２４．４３

ＣＡＲ １３．１６７ ４．３０６ －４．８２ １１．２７ １２．７５ １４．５２ ３８．０９

ＲＯＡ １．１２５ ０．３３１ ０．１６ ０．９６３ １．１ １．２８２ ２．３３４

ＰＧＧ ８．３４１３ ７．７５９ －１１．１９ ５．１３５ ９．３０５ １１．７９ ２８．７６

ＣＡＲＤ ９．８９０ ６．４７４ －４．８２ ３．４ １１．８５５ １３．７ ３０．１４

ＤＨＰ ８．４９７ １１．５９ －１６．４４ ０．８１５ ７．６７ １５．９１ ４５．５９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相关分析与模型设定检验

在进行门槛效应检验之前，首先，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对各变量（虚拟变量交互项除外）

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采用相同单位根的ＬＬＣ检验方法和不同单位根的ＩＰＳ检验方法分别进行检验
后表明，各变量（包括门槛变量）均在１％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符合建模的基本
要求。其次，采用适用于静态面板模型的Ｋａｏ检验，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
关系进行检验。Ｋａｏ协整检验结果ＡＤＦ统计量为－６．７５８８，对应的Ｐ值为０．００００，表明被解释变量与
解释变量之间的确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回归方程式设定是合理的。再次，进行面板模型设定检验。本

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ＯＬＳ、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３种回归，并通过Ｆ检验和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来选择具体
的面板设定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Ｆ检验的统计量为２．３４，对应的 Ｐ值为０．００３０，表明
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固定效应模型优于 ＯＬＳ模型。进一步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
优劣，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统计量为１１．６９，对应的 Ｐ值为０．０３９３，表明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固定效应
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计算稳健标准误以消除面

板数据可能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自相关性。

（二）门槛效应检验

为了确定门槛个数，根据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２０］提出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借助得到的Ｆ统计量和Ｐ值，依
次对存在的门槛个数进行判断。从表２中可以看到，在大中城市的商业银行样本中，在原假设为不存
在门槛的条件下，Ｆ统计量为８．３２４，对应的 Ｐ值为０．００００，表明在１％的显著性水平可以拒绝原假
设，即存在一个门槛，门槛值ｔｈｄ１为１１．６４。接着进行两个门槛值的检验，在原假设为存在一个门槛
的条件下，Ｆ统计量为３５．２２，对应的 Ｐ值为０．００００，表明在１％的显著性水平同样存在两个门槛，一
个门槛值ｔｈｄ１为１１．６４，另一个门槛值ｔｈｄ２为１３．２９。但是，当原假设为存在两个门槛的条件下，Ｆ统
计量为０．９９５，对应的Ｐ值为０．３１６０，表明在１０％的显著水平也无法拒绝原假设，即接受存在两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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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的原假设。至此，门槛效应的检验停止，并得到两个门槛值（见表２）。
表２ 门槛值检验

原假设
大中城市商业银行样本

东部城市商业银行样本

（稳健性检验）

Ｆ统计量 Ｐ值 门槛值 Ｆ统计量 Ｐ值 门槛值

Ｈ０：不存在门槛 ８．３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４ ９．０２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８

Ｈ０：存在一个门槛
３５．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４ ３８．５７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８

１３．２９ １３．５６
Ｈ０：存在两个门槛 ０．９９５ ０．３１６０ ０．８６９７ ０．３５８０

（三）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在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和上述门槛效应检验的基础上，建立采用固定效应的双门槛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见表３。为了与非线性门槛模型Ⅱ进行对比，同时也估计了线性模型Ⅰ。

从大中城市商业银行的样本估计结果来看，在线性模型Ⅰ中，房价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并不显
著，说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在门槛模型Ⅱ中，当房价增长率低于门槛值１１．６４％时，
其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是负的，并且在５％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即房价的上涨可以降低银行的不良贷
款率，从而增强了银行稳定性，这支持了房价波动的“抵押效应”观点，也证实了假设１。但是，当房价
增长率超过１１．６４％且低于１３．２９％时，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变为正的，且在１％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表明房价的增长率超过阀值后，将会提高不良贷款率，降低银行稳定性，从而支持了“偏离效应”观点，

证实了假设２。同时可以看到，“偏离效应”比“抵押效应”相对更明显。进而，当房价增长率超过
１３．２９％的门槛值时，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不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房价上涨过高，商业银行对贷款的
发放更加谨慎，监管层也加大了对银行贷款的监管力度，从而抑制了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以上分析表

明，房价波动对银行稳定性的确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呈现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此外还可以看到，无论是线性模型Ⅰ还是门槛模型Ⅱ，银行资本充足率ＣＡＲ的系数均为负，表明
资本充足率越高，不良贷款率越低。这可能是由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经营更加谨慎，对风险管理

更加严格。同时，资产收益率ＲＯＡ的系数也为负，说明资产收益率提高，不良贷款率将降低，从系数
的大小来看，资产收益率对不良贷款的影响要比资本充足率更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银行的资产收

益率越高，表明银行经营效率越高，在有效控制资产风险的同时获得了较高收益。回归结果还表明，

在两个不同的模型设定形式中，跨区域经营的虚拟变量交互项 ＣＡＲＤ系数均为负，且分别在１％和
５％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表明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的确分散了经营风险，降低了不良贷款率，说
明跨区域经营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表３ 双门槛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大中城市商业银行

东部城市商业银行

（稳健性检验）

线性模型Ⅰ 门槛模型Ⅱ 线性模型Ⅲ 门槛模型Ⅳ

ＣＡＲ
－０．０３６３

（－１．６９３３）
－０．０６３０

（－２．１６２４）
－０．１７７７

（－２．６６８０）
－０．１７３７

（－２．９００３）

ＲＯＡ
－２．８７８１

（－２．９７６８）
－２．５６３４

（－３．０６２２）
－２．８５２２

（－２．３１４８）
－２．０６０２

（－２．２３２４）

ＰＧＧ
０．０２９９
（１．４９０４）

０．０３１６
（１．１５８６）

０．０３８２
（１．３７９７）

０．０４４０
（１．６２６３）

ＣＡＲＤ
－０．３９０８

（－３．２８０２）
－０．３７９９

（－２．０１１８）
－０．２９４６

（－２．０３２１）
－０．２４０６

（－１．７８２２）

·６８·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ＤＨＰ
－０．０２５１
（－１．４１６４）

－０．０２４１
（－１．４６４２）

ＤＨＰ≤ｔｈｄ１
－０．０６７５

（－２．００１１）
－０．０４１６

（－２．０２３０）

ｔｈｄ１＜ＤＨＰ≤ｔｈｄ２
０．１５７２

（２．６３８０）
０．１３０４

（２．１７４２）

ＤＨＰ＞ｔｈｄ２
－０．０４７８
（－１．００８８）

－０．０４１９
（－１．１２８３）

样本数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３２ １３２

　　注：小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常数项在表中没有报告；、、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得到更加可靠的结论，按照样本选择标准，从东部１１个省份中筛选出２２家城市商业银行，
重新进行上述检验和回归。这２２家商业银行包括：北京银行、天津银行、上海银行、盛京银行、大连银
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厦门银行、齐鲁银行、青岛银行、济宁银行、广州银行、东莞银行、辽

阳银行、锦州银行、温州银行、金华银行、绍兴银行、嘉兴银行、苏州银行和泉州银行。从表２的门槛检
验结果来看，同样存在两个门槛值，分别为１１．８８％和１３．５６％，比大中城市商业银行样本得到的门槛
值略高。这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能够承受较大幅度的房价上

涨；二是东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相对优越，所辖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水平也相对较高，风险承担能力较

强。此外，从表３的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房价增长率的系数方向均一致且大小差异不大，显
著性水平也未发生明显变化。这表明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是可信的。

五、结论及启示

随着我国住房改革的深入推进，居民成为住宅需求的主体。近年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不断向银

行集中。由于房价是影响住房贷款价值的首要因素，也是银行发放住房贷款的基本依据（樊颖和杨

赞，２０１６），［２９］房价波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使得房价波动成为影响银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房价上涨低于１１．６４％的门槛内，房价上涨将促进银行稳定，出现“抵押效
应”，但是，当房价上涨在１１．６４％～１３．２９％区间时，房价上涨将导致出现“偏离效应”，削弱银行稳定
性。此外，“偏离效应”比“抵押效应”更明显。以上结论给予以下启示：

第一，银行在住房抵押贷款审批时应防止对房产等抵押物的过分倚重。本文的理论模型已证明，

当银行仅依靠抵押物价值进行信贷决策时，房价上涨将埋下风险的“祸根”。事实上，基于抵押物进行

贷款决策往往导致危机的出现。历史上，芬兰和瑞典银行危机的爆发正是由于银行过分依赖抵押物

而缺乏对借款人现金流的评估所导致。日本银行危机的发生与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倾向于依靠土地不

断升值而不是严格的信贷分析有密切关系（Ｈｅｒｒｉｎｇ＆Ｗａｃｈｔｅｒ，１９９９）。［３０］这意味着必须要进一步加快
我国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为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提供更加有效的信用评价支持，以有效控制不

良贷款率。

第二，银行应加快信贷结构调整步伐，适度压缩房地产贷款占比，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贷款的现

状。在房价快速上涨时期，银行应合理调控资金投放计划，防止房地产信贷过度增长。在资本金管理

方面，银行应严格执行逆周期调节机制，防止追求短期经营业绩而盲目扩张房地产贷款，过度消耗银

行资本金，为银行体系埋下危机的种子。在当前房价保持高位震荡时期，尤其要加强房地产贷款的风

险防范，保持房地产贷款发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引发房价大幅波动。

第三，政府应建立房价波动预警体系，增强房价调控弹性，保持房价相对稳定。房价大幅下跌必

然引发银行体系不稳定，本文的研究表明，超过一定上涨幅度的房价也同样会引发银行体系不稳定。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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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不同城市房价波动差异较大的现实，应重点关注热点城市的房价波动，强化房价预警。进一

步，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房价上涨大致控制在１１．６４％以内将有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这意味着政
府在调控房价时应建立区间调控思维，增强房价调控弹性，同时防止房价滑出调控区间，使得房价过

度上涨从而导致银行不稳定。此外还发现，东部地区的房价上涨与银行稳定性之间的门槛效应更加

明显。这意味着政府在调控房价时，也应关注到我国房价波动具有的城市异质性特征，避免房地产调

控“一刀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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