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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６１家商业银行为样本，采用动态广义矩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互联网金融对银行
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互联网金融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但是在不同的银行规模下，

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于大银行，互联网金融显著加剧银行风险；而对于小银行，互

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没有影响。同时，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以银行规模为特征的门槛效应，

随着银行规模的逐渐增大，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表现为“没有影响 －显著提高银行风险 －没有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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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互联网金融是基于大数据平台技术实现资金融通的新型金融模式。近年来，随着信息科技技

术的快速发展，以阿里小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年报２０１６》显示，截
止到２０１５年，我国互联网支付交易总额为２０４２万亿元，同比增长４７％；互联网支付业务笔数为
６９８亿笔，同比增长３９％；互联网金融用户占网民总数的比例已高达８７％。异军突起的互联网金
融对传统商业银行的支付方式、营销渠道、业务模式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迫使商业银行

改变其经营策略，加快银行的转型和升级来面对竞争压力（郭品和沈悦，２０１５）［１］。而互联网金融
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一般观点认为，商业银行能够将互联网金融的“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客户的授

信欺诈识别、准入筛选等各种风险决策管理领域，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但也有观点认为，互

联网金融凭借其信息处理优势，蚕食了银行利润，增加了银行破产风险（刘忠璐，２０１６）［２］。那么，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影响机理是什么？除此之外，我国各商业银行

规模差异非常明显，中国工商银行规模达到了２４万亿，而一些小型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资产总
额才几十亿，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是否会因为银行规模差异产生显著差异？在互联网金

融快速发展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为我国商业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挑战，提高商业银行风险

管理水平及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金融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Ａｌｌｅｎ等（２００２）［３］以及
Ｂｅｒｇｅｒ和 Ｇｌｅｉｓｎｅｒ（２００９）［４］先后指出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务有机结合的新型金融模式。
Ｓｈａｈｒｏｋｈｉ（２００８）［５］以及谢平和邹传伟（２０１２）［６］认为互联网金融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
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在此基础上，李鑫和徐唯遷（２０１５）［７］认为互联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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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包括支付类和脱媒类两种模式。而皮天雷和赵铁（２０１４）［８］则将互联网金融分为互联网渠道金融、
互联网小微金融和纯互联网金融。与之相反的是，王国刚和张扬（２０１５）［９］认为，互联网金融只是拓宽
了金融销售渠道和获利渠道，并没有改变金融实质、金融功能以及金融精神。陈志武（２０１４）［１０］认为
当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亢奋状态不会维持长久，其热潮终将散去。

无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其本质都是“资金的融通”，二者之间在很

多方面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因此，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影响。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ｒｓ（１９９９）［１１］认为，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促进商业银行模式转型和升级的同时，也给传统
金融体系带来了风险。戴国强和方鹏飞（２０１４）［１２］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是利率管制的产物，其快速
发展将加速利率市场化进程，抬高融资成本，进而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郑志来（２０１５）［１３］强调互联
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负债、资产和中间业务产生了剧烈冲击，并将与商业银行形成负债端快速分流、

资产端错位竞争、支付端分庭抗礼的局面。Ａｃｈａｒｙａ和 Ａｌｂｅｒｔ（２００４）［１４］也指出，网络银行是商业银行
的替代品，迫于压力，银行不得不使用互联网。而 Ｂｒｅｗｅｒ（２００１）［１５］研究显示，相比于中小型银行，大
型商业银行更加愿意通过互联网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Ｓｙｅｄ和Ｎｉｄａ（２０１３）［１６］研究揭示，互联网金融
与商业银行在金融功能方面各有比较优势，应引导二者竞争和合作，促进金融发展和创新。郭品和沈

悦（２０１５）［１］也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机制。
关于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目前只有极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关注。郭品和沈

悦（２０１５）［１］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并以我国３６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研究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商业银
行的动态影响。刘忠璐（２０１６）［２］在运用因子分析合成互联网金融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互联网金
融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减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但是

这种影响因银行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两方面的扩展：一是

采用多种银行风险衡量指标，在充分考虑变量内生性的基础上，运用我国６１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详细
刻画互联网金融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二是从实证层面验

证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因银行规模不同而存在“门槛效应”，会因为银行规模不同而存在显

著差异。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框架，银行经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该

目标，银行需要不断调整经营策略。不同的经营策略决定了银行最终的风险承担，银行风险只是银

行在不同经营策略下“综合结果”的体现。从这个层面上讲，所有能够对银行盈利产生冲击的经济

因素都会对银行风险产生影响，具体地说，如果外部冲击增加了银行盈利，一方面，盈利的增加降低

了银行风险转移动机（Ｒｅｐｕｌｌｏ，２００４）［１７］；另一方面，盈利的增加也提高了银行特许权价值，激励银
行采取更加稳健的经营策略（Ｋｅｅｌｅｙ，１９９０）［１８］。反之，银行盈利的降低则会激励银行采取激进的
经营策略。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首先，可以将先进的技术和服务理念传递给银行，提高商业银行的技术水平，

优化银行服务方式，从而降低银行管理成本。其次，可以使商业银行将传统金融服务延伸到互联网领

域，突破时空局限，提高运用大数据批量处理业务流程的能力，实现信息化、流程化、集约化和高效化

管理（郭品和沈悦，２０１５）［１］，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再次，以“大数据”和“云技术”为核心的
互联网金融使得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模型以及风险管理流程等方面更加精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以

及客户的甄别程度，同时改良了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的评级体系，随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流程的整体提

高，增加了银行盈利，最终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下降（刘忠璐，２０１６）［２］。最后，可以改变商业银行
的融资模式，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风险

管理水平，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加速了金融自由化进程，加剧了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竞争的加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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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边际利润，从而增加了银行的风险（Ｈｅｌｌ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１９］。同时，互联网金融利用其客
户优势、渠道优势以及信息优势，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形成分流，减少了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互联

网金融依托其低门槛甚至无门槛、网上签约等优势对商业银行的优势信贷客户进行分流，也会降低

商业银行盈利以及提高银行风险（吴诗伟等，２０１５）［２０］。不仅如此，互联网的安全问题还存在着严
重缺位。操作失误、技术不够成熟等都将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增加。郑联盛（２０１４）［２１］指出，互联
网金融因技术失败所引发的管理失效愈发明显。而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相融合时，因互联网固

有的风险，导致互联网金融将其风险转移到商业银行，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增加。据此，提出如下

假说：

Ｈ１ａ：互联网金融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
Ｈ１ｂ：互联网金融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
从整体上看，互联网金融加剧（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上的差

异非常明显，工商银行目前的资产规模超过了２０万亿元，而一些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资产不足千
亿元。规模上的差异会导致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首先，由于规模较大

的银行在组织体系上的庞大复杂性，当面临互联网金融冲击时，在信息传递与决策调整中存在时滞

性；而小银行则可以很好地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最大限度地避免互联网

金融对银行经营的影响。其次，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主要是借助互联网技术，通过全新的

信息通信技术对商业银行产生冲击。绝大部分小银行的业务重心在县域和农村，这些地方互联网

相对欠发达，互联网金融的信息优势不明显（刘忠璐，２０１６）［２］，这也使得互联网金融对小银行的冲
击有限。再次，大银行由于受到支持国家经济的刚性约束，其经营决策需要高度契合政府的意图

（马草原和李成，２０１３）［２２］，互联网金融作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大银行自然需要“义不容辞”地
迎难而上，在大银行利用互联网金融提升整体效率不足的情况下，大举进军互联网金融领域，不仅

不能有效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反而还要承受互联网金融特有的风险（刘忠璐，２０１６）［２］。据
此，提出如下假说：

Ｈ２：在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中，银行规模有重要作用，对于大银行，互联网金融能够显著
加剧银行风险；对于小银行，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有限甚至没有影响。

虽然银行规模在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规模的银行，互联网金

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对于大银行，当银行规模达到一定“门槛”之后，商业银行

可以利用规模优势进行有效分散化投资，从而规避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此外，当银行规模达到一定

“门槛”之后，其系统重要性的程度较高，从而投资策略更为保守与稳健，更加注重规避风险（高智

贤等，２０１５）［２３］。另外，从监管上看，Ｂｅｌｔｒａｔｔｉ和 Ｓｔｕｌｔｚ（２０１２）［２４］的研究发现，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
会因为监管程度的不同而出现显著差异。当银行系统的重要性程度提高之后，其在金融体系中处

于主导地位，承担着关键功能，其受到的外部监管强度也更大，也会约束银行的冒险行为（郭品和

沈悦，２０１５）［１］。当银行规模达到一定“门槛”之后，一般其管理能力、ＩＴ技术水平以及风控能力等
也都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可以从容地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Ｈ３：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银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互联网金融
对银行风险的促进程度降低，甚至会降低银行风险。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如下计量模型对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研究：

Ｚｉ，ｔ＝α０＋α１Ｚｉ，ｔ－１＋α２ｆｉｎｉ，ｔ＋Σ
７

ｊ＝１
αｊＸｊｉｔ＋φｉ＋εｉｔ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指标，主要解释变量为互联网金融指数（ｆｉｎ），控制变量
为Ｘ，根据现有研究，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选择控制变量。在微观层面，选择资本充足率（ｃ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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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ｒｏａ）、资产规模（ｓｉｚｅ）和银行业竞争度（ｃｒ４）４个控制变量；在宏观层面，选择 ＧＤＰ增长率
（ｇｄｐ）、货币政策（ｍｐ）以及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度（ｆｒ）３个控制变量，其中，ｉ表示银行数量，ｔ表示时
间，φ为商业银行固定效应，随机误差项为ε。

（二）数据来源

基于国内现有关于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以我国６１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其中包括大型国有
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选取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作为研究期间。其中，银行微
观变量的主要数据来源于ｂａｎｋｓｃｏｐｅ数据库，期间个别银行部分数据的缺失，通过相关的银行年报进
行补充。宏观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
对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衡量，其替代变量有 Ｚ指数、风险加权资产比率、不良贷款率、贝塔系

数、股票波动收益率等。由于贝塔系数和股票波动收益率都需要完整的上市公司数据，但我国大多

数银行都非上市，因此无法用这种方法进行估计。而 Ｚ指数衡量的是银行的破产风险，在我国目前
政府的隐形担保之下，银行基本不存在破产风险。因此，本文以风险加权资产比率作为银行风险的

主要代理变量，在数值上，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比率等于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与银行总资产的比值，但

是，不论是 ｂａｎｋｓｃｏｐｅ数据库还是银行年报，该指标都缺失严重，为此，按照方意等（２０１２）［２５］的处
理方法，以银行总权益与银行资本充足率之比间接表示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然后再除以银行总资产

得到本文的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比率（ｒｉｓｋ）。同时选择不良贷款率（ｎｐｌ）作为辅助变量进行稳健性
检验。

２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郭品和沈悦（２０１５）［１］的研究方法，采用“文本挖掘法”构建核心解释变量，即互联网金融指

数（ｆｉｎ）。其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基于金融功能观构建基础词库。基础词库主要包括４维度（见表１）。其次，借助《中国知

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搜索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各个关键词每年在新闻中的发布次数，以及其全年
的新闻发布总数，计算出每个关键词的年频率数。再次，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各个关键词合成互联网

金融指数（ｆｉｎ）。最后，为了保证各年份该指标为正数，采用ｍｉｎ－ｍａｘ进行处理，将数据标准化在０－
１００之间。

表１ 互联网金融指数基础词库

维度 相应关键词

支付结算 第三方支付 在线支付 移动支付

资源配置 网上融资 网上投资 网贷

风险管理 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保险 在线理财

网络渠道 电子银行 在线银行 网银

３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控制影响银行风险的因素。在银行微观层面，选择资本

充足率（ｃａｒ，银行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之比）、盈利能力（ｒｏａ，净利润与银行资产总额之比）、资产规模
（ｓｉｚｅ，银行总资产的对数）和银行业竞争度（ｃｒ４，前４大银行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比重）４个指标。在
宏观方面，选择金融业对外开放度（ｆｒ，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数）、货币政策（ｍｐ，货币政策虚拟变量）和
ＧＤＰ增长率（ｇｄｐ，我国历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率）３个指标。

在微观控制变量中，资本充足率（ｃａｒ）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不确定，一方面，随着资本监管的强
化，资本充足率已经成为影响银行风险行为的重要约束条件，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其抵御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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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越强（徐明东和陈学彬，２０１２）［２６］；另一方面，较高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会使得银行拥有较高的自
主投资决策权力，银行受到较少的监管层约束（江曙霞和陈玉婵，２０１２）［２７］，从而会增加银行风险。
同样，银行资产规模（ｓｉｚｅ）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一方面，规模较大的银行存在“大
而不倒”的道德风险问题，会激励银行采取更加激进的投资策略，从而增加银行风险；另一方面，规

模较大的银行更有能力在多个领域开展业务，通过多元化投资来分散银行风险。而银行盈利能力

（ｒｏａ）一般情况下与银行风险同方向变化，根据“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原则，盈利较低的银行说明
其投资策略比较稳健，银行承担的风险也较低。但徐明东和陈学彬（２０１２）［２６］指出，银行较低的盈
利能力也可能会激励银行采取更冒险的经营策略以获取较高收益。银行业竞争度（ｃｒ４）会影响银
行的特许权价值，竞争越激烈，银行的特许权价值越低，特许权价值越低的银行冒风险的动机越强

（Ｋｅｅｌｅｙ，１９９０）［１８］。
在宏观控制变量中，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以后，会带来先进的风险管理经验和风险控制技

术，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姚树洁等，２０１１）［２８］；但另一方面，外资银行的进入也会加剧银行
之间的竞争，从而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因此，金融业对外开放度（ｆｒ）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
也不确定。在我国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意味着政府要求商业银

行发放贷款的力度越大，体现政府意愿的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因此，预期 ＧＤＰ
增长率（ｇｄｐ）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货币政策（ｍｐ）与银行风险负相关（方意等，２０１２）［２５］，宽松的货
币政策会通过收入效应、资产替代效应增加银行利润，降低银行对风险的感知能力，最终增加了银行

风险。在指标选取上，采取郭品和沈悦（２０１５）［１］的处理方法，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１０年取１，其他样本年份取
０。变量名称及定义见表２。

表２ 变量的定义

含义 变量名 定义与计算方法

风险加权资产比率 ｒｉｓｋ 银行风险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

不良贷款率 ｎｐｌ 五级贷款分类法下不良贷款额占总贷款的比重

互联网金融指数 ｆｉｎ
通过“文本挖掘法”构建核心解释变量，再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综合的

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

资本充足率 ｃａｒ 银行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之比

盈利能力 ｒｏａ 净利润与银行资产总额之比

银行资产规模 ｓｉｚｅ 银行总资产的对数

银行业竞争度 ｃｒ４ 前４大银行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比重

金融业对外开放度 ｆｒ 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数

货币政策变量 ｍｐ 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１０年取１，其他样本年份取０

ＧＤＰ增长率 ｇｄｐ 我国历年ＧＤＰ增长率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３可知，在表征银行风险的指标中，风险加权资产比率的最小值为０．２３２，最大值为４．１４５，标
准差为０．２５２，说明各样本银行以风险加权资产比率衡量的银行风险差异不大。而对于不良贷款率，
虽然平均数小于５％的监管要求，但是银行与银行之间、同一个银行在不同年份的差距较大，最小的广
州银行，２００９年与２０１０年的不良贷款率均为０，风险最大的也是广州银行，其２００７年的不良贷款率高
达２４．４３％。同样，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各年份的差异也很明显，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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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年份为０，最高年份为１００。在控制变量中，从盈利能力看，在样本期间内，我国商业银行平均资
产回报率为１．０１％，最低为０．１％，最高为２．８７％。在资本充足率方面，总体上，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
足率达到了资本监管的要求，但是银行之间的差异很明显，资本充足率最低的银行甚至为负数，最高

的达到了３０．１４％。在宏观控制变量中，前４大银行占银行总资产的比重平均数为４６．８％，最大值为
５３．８％，最小值也有３９．７％。在表征金融业对外开放度的指标中，在样本区间内是逐年增加的，从最
开始的１５７家增加到现在的１０００家。

表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称 平均数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数

ｒｉｓｋ ０．５４４ ０．５１１７ ０．２５２ ０．２３２ ４．１４５ ５３７

ｎｐｌ ２．０９４ １．１３ ２．８７３ ０ ２４．４３ ５２７

ｆｉｎ ２２．１９９ １１．９００ ２８．０７１ ０ １００ ７３２

ｒｏａ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７ ３９７

ｃａｒ １１．９８８ １２．１３５ ３．２３６ －４．８２ ３０．１４ ５４２

ｓｉｚｅ １１．３９４ １１．０７２３ １．７９３ ７．８１３ １６．８４１ ５９３

ｃｒ４ ０．４６８ ０．４７３ ０．０４５ ０．３９７ ０．５３８ ５４９

ｆｒ ４００．４１６ ３２４．５ ２６８．０４１ １５７ １０００ ７３２

ｇｄｐ １３．６８６ １３．６８６ ３．４５４ ８．１８６ １９．１８６ ７３２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由于变量较多，在进行回归之前，先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法对变量之间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

显示，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１０，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验证
假说Ｈ１ａ和Ｈ１ｂ：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静态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为了对比，同时列出固定效应与
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见表 ４前 ４列。由于银行风险可能具有持续性的特点（Ｄｅｌｉｓ＆Ｋｏｕｒｅｔａｓ，
２０１１）［２９］，并且其他银行的微观控制变量也可能与银行风险因相互影响而导致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
此进一步将静态面板扩充到动态面板，采用广义矩估计对模型进行回归。广义矩估计有差分广义矩

估计与系统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差分广义矩估计利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

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但容易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而系统广义矩估计则是将水平方程与差分

方程综合起来，较大地提高了估计的效率与一致性（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Ｂｏｎｄ，１９９８）［３０］，同样，为了对比，按照
Ｌｅｖｉｎｅ等（２０００）［３１］的方法，同时列出差分广义矩估计（ｄｇｍｍ）与系统广义矩估计（ｓｇｍｍ）的结果，见
表４的后４列。从表４可以看出，两种广义矩估计的ＡＲ（２）均表明模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也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根据表４的结果可知：

首先，不论是静态面板模型还是动态面板模型，也不论是哪种衡量银行风险的指标，都显示互联

网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实证结果支持假说Ｈ１ａ的结论，这表明虽然在理论上互联网金融对
银行风险有正负两种影响，但实证结果却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显著地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

承担。正如本文假说Ｈ１ａ论述的一样，互联网金融利用其渠道优势和信息优势，对商业银行产生了较
大冲击，加剧了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激励了商业银行冒风险的动机。同时，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对

于互联网金融，在理念、人才和技术等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缺位，这些都会导致在互联网金融的冲

击下银行风险的提高。

其次，在控制变量中，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然，资本充足率

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具有抑制作用，这与徐明东和陈学彬（２０１２）［２６］以及刘忠璐（２０１６）［２］的研究结果一
致。随着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下降，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金融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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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以及市场竞争度的提高能够降低银行风险，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市场势力

与特许权价值，从而增加了银行风险。

表４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结果

变量 ｒｉｓｋ（ｒｅ） ｒｉｓｋ（ｆｅ） ｎｐｌ（ｒｅ） ｎｐｌ（ｆｅ） ｒｉｓｋ（ｄｇｍｍ） ｒｉｓｋ（ｓｇｍｍ） ｎｐｌ（ｄｇｍｍ） ｎｐｌ（ｓｇｍｍ）

Ｌ．Ｚ
０．２１５ ０．３２１ ０．３２ ０．３８５

（１．９０） （３．１８） （２．４２） （１．７８）

ｆｉｎ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１５８

（３．２３） （３．１４） （４．５０） （４．２９） （２．２８） （２．５１） （２．５５） （１．７２）

ｃａｒ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８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５３８

（－２．３９） （－３．０９） （－３．２９） （－２．６９） （－２．６０） （－２．４２） （－１．２４） （－１．５６）

ｒｏａ
１．２６５ ０．１８３ －８１．４８ －５４．０５ ４．３２０ ７．７７５ １５．７９ ９．１１９

（０．５６） （０．０８） （－３．４０） （－１．６５） （１．６０） （２．９８） （０．３４） （０．１８）

ｃｒ４
－１．８４７ －１．７３０ －５９．９９ －５７．８５ －０．９１１ －０．６１１ －２７．５５ －３０．１７

（－１．３８） （－１．２５） （－２．１５） （－２．０７） （－０．６５） （－０．４７） （－０．８５） （－０．９６）

ｆ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８４） （－１．５４） （－３．１４） （－３．３８） （－１．１０） （－０．３２） （－２．３８） （－２．４４）

ｇｄｐ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０８ １．４６３ １．５３８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６３１ ０．７２５

（１．３６） （０．３４） （２．６９） （２．５７） （－０．４３） （０．３９） （０．９１） （１．０９）

ｍ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７１ －０．０４４

（－１．３８） （－１．２６） （－０．３７） （－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７９） （－０．３２）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２６ ０．６１８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３

（－３．３７） （－３．３４） （０．８０） （１．９１） （－２．４８） （－２．７５） （－０．２０） （０．４８）

Ｎ ３６５ ３６５ ３４４ ３４４ ２７１ ３３９ ２４８ ３１８

Ｒ２ ０．１１１ ０．１３５ ０．６３８ ０．１６１

ＡＲ（２） ０．２５１ ０．２９８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０

Ｈａｎｓｅｎ １ １ １ ０．３８０

　　注：ｆｅ表示固定效应模型，ｒｅ表示随机效应模型，ｄｇｍｍ表示差分广义矩估计，ｓｇｍｍ表示系统广义矩估计；表

示１％水平下显著，表示５％水平下显著，表示１０％水平下显著；小括号内数值表示经过异方差稳健性调整后的

Ｔ统计量

五、互联网金融与银行风险：规模的重要性

验证假说Ｈ２：将样本分为两组，第一组是银行规模在平均数之上（Ｓｉｚｅ＞ｍｅａｎ），第二组是银行规
模在平均数之下（Ｓｉｚｅ≤ｍｅａｎ）。在此基础上，重新采用动态广义矩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５。表５
前４列表示的是处在平均规模之上的银行，即大银行；后４列表示的是处在平均规模之下的银行，即
小银行。所有模型的ＡＲ（２）均表明模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Ｈａｎｓｅｎ检验也表明所有工具变量均有
效。由表５可知，对于大银行而言，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互联网金融指数（ｆｉｎ）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
大银行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确实加剧了银行的风险；而对于小银行，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互联网金融指

数（ｆｉｎ）的系数均未通过相应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互联网金融对小银行的风险没有影响，验证了假说
Ｈ２。也说明在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中，银行规模确实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不同规模的银行，
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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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银行规模下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结果

Ｓｉｚｅ＞ｍｅａｎ Ｓｉｚｅ≤ｍｅａｎ

变量 ｒｉｓｋ（ｄｇｍｍ）ｒｉｓｋ（ｓｇｍｍ）ｎｐｌ（ｄｇｍｍ） ｎｐｌ（ｓｇｍｍ）ｒｉｓｋ（ｄｇｍｍ）ｒｉｓｋ（ｓｇｍｍ）ｎｐｌ（ｄｇｍｍ） ｎｐｌ（ｓｇｍｍ）

Ｌ．Ｚ
０．３７６ ０．４６１ ０．１８７ ０．３１６ ０．１２０ ０．４６０ ０．２８６ ０．４８０

（３．８５） （６．５５） （２．６８） （３．４５） （１．７９） （４．９５） （１．２８） （３．８２）

ｆｉｎ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２５

（１．８１） （１．８２） （５．０２） （５．２７） （１．６４） （０．８５） （０．６３） （１．０５）

ｃａ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１３０ －０．１０９

（－３．６１） （－３．３２） （－０．９７） （－１．２５） （－２．９４） （－０．５２） （－１．６８） （－２．０２）

ｒｏａ
６．４９４ ９．９６５ －１１４．２ －７５．６２ ３．２４１ ４．６３３ １．６８１ －１８．８８

（１．５９） （２．５２） （－１．６８） （－１．６７） （１．３５） （２．０３） （０．０５） （－１．１０）

ｃｒ４
－１．４８９ －０．９８９ －７６．０９ －６２．６７ －３．０３９ －３．４５７ １６．３８ －９．４９４

（－０．８２） （－０．５２） （－４．０５） （－４．３１） （－１．３２） （－１．６０） （０．２７） （－０．２２）

ｆ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５５） （０．９３） （－１．６１） （－２．２３） （－１．５３） （０．０７） （－１．４０） （－０．６４）

ｇｄｐ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１．５４１ １．２８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０２ －０．２８８ ０．３７０

（１．３６） （０．８４） （５．４０） （４．５８） （０．２５） （１．３５） （－０．２０） （０．４５）

ｍｐ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３ ０．１２５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９） （０．２２） （１．５１） （０．７６） （－０．０９） （０．４８） （－０．０８） （－０．１５）

ｓｉｚｅ
－０．１５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８ ０．５８１

（－２．７３） （－２．４１） （－０．１３） （１．９５） （－２．５８） （－０．３３） （－０．１０） （２．４０）

Ｎ １６１ １８５ １４９ １７６ １１０ １５４ ９９ １４２

ＡＲ（２） ０．７９２ ０．７８４ ０．７１７ ０．９１２ ０．７１８ ０．７１６ ０．２１２ ０．１９４

Ｈａｎｓｅｎ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注：ｄｇｍｍ表示差分广义矩估计，ｓｇｍｍ表示系统广义矩估计；表示１％水平下显著，表示５％水平下显著，
表示１０％水平下显著；小括号内数值表示经过异方差稳健性调整后的Ｔ统计量

验证假说Ｈ３：采用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９）［３２］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影响的门
槛效应，以进一步说明银行规模在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根据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的文献思想，构建以银行规模为门槛的面板门槛模型：

Ｚｉｔ＝α０＋α１ｆｉｎｉ，ｔＩ（ｓｉｚｅｉｔ≤γ１）＋α２ｆｉｎｉｔＩ（γ１＜ｓｉｚｅｉｔ≤γ２）＋α３ｆｉｎｉｔＩ（γ２＜ｓｉｚｅｉｔ）＋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ξｉｔ
其中，ｓｉｚｅ表示门槛变量，反映银行规模的大小，γ为特定的门槛值。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前文相

同。对门槛模型进行门槛值检验和门槛值估计，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３００次，结果显示，存在双重门
槛（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未在文中列出）。将门槛值代入模型，同时，为了控制模型的内生性，继续采用

动态广义矩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６。
由表６可知，当银行规模较小，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没有影响；而当银

行规模超过了第一个门槛值，但没有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互联网金融显著地加剧了银行的风险承

担；但是当银行规模继续增大，达到第三个门槛值时，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出现“逆转”，由显

著增加变成了对银行风险没有影响。这表明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确实存在“门槛效应”，当

银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在银行外部和内部的共同作用下，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负面影响程

度降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风险（系数为负），验证了假说 Ｈ３的结论，也再一次论证了银
行规模在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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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ｒｉｓｋ（ｄｇｍｍ） ｒｉｓｋ（ｓｇｍｍ） ｎｐｌ（ｄｇｍｍ） ｎｐｌ（ｓｇｍｍ）

Ｌ．Ｚ
０．１８６ ０．３１３ ０．４２４ ０．４０３

（１．６０） （３．２５） （２．５７） （１．８１）

ｔｈｒ＿１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５７

（－１．４０） （－１．３０） （０．０２） （－１．３７）

ｔｈｒ＿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６６

（２．５５） （２．７０） （１．６５） （１．６５）

Ｔｈｒ＿３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３．０１） （－０．５６） （－０．２８） （０．３１）

ｃａｒ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５

（－２．７８） （－２．６５） （－０．９７） （－１．５０）

ｒｏａ
４．５０８ ８．４６１ ２７．５８ １７．３２

（１．７６） （３．２２） （０．３８） （０．３２）

ｓｉｚｅ
－０．１３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０６５

（－２．９０） （－２．６１） （０．０６） （－０．２６）

ｃｒ４
－０．６９９ －０．４４０ －２１．６０ －３１．２３

（－０．４８） （－０．３５） （－０．７１） （－０．９９）

ｆ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６

（－１．２１） （－０．３４） （－２．５８） （－２．５４）

ｍ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８

（－０．４５） （－０．１２） （－０．４３） （－０．５１）

ｇｄｐ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７９ ０．４９５ ０．７６２

（－０．８３） （０．３５） （０．７７） （１．１０）

Ｎ ２７１ ３３９ ２４８ ３１８

ＡＲ（２） ０．９１７ ０．８３４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６

Ｈａｎｓｅｎ １ １ ０．４３７ ０．５５８

　　注：ｔｈｒ＿１表示第一个门槛，ｔｈｒ＿２表示第二个门槛，ｔｈｒ＿３表示第三个门槛；ｄｇｍｍ表示差分广义矩估计，ｓｇｍｍ表示
系统广义矩估计；表示１％水平下显著，表示５％水平下显著，表示１０％水平下显著；小括号内数值表示经
过异方差稳健性调整后的Ｔ统计量

六、结论与启示

以我国６１家商业银行为样本，采用动态广义矩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
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１）互联网金融显著加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２）银行规模在互联网金融
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中有重要作用，对于大银行，互联网金融能够显著加剧银行风险；对于小银行，互联

网金融对银行风险没有影响。（３）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以银行规模为特征的门槛效应，
随着银行规模的逐渐增大，互联网金融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表现为“没有影响－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没
有影响”。

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是摆在监管层及

商业银行面前一个重要且现实的课题。本文的研究为此提供了思路。在监管层面，互联网金融是一

种全新的金融模式，需要有新的监管理念与监管政策，监管层需要尽快完善相应的法律与监管政策，

明确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准入及退出规则，加强对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控制与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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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对于风险较大的业务，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实行动态监管。对于商业银行，首先，要加强互联

网金融人才的培养与平台建设。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商业银行

要根据互联网金融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培养熟练掌握金融业务知识、数学、网络信息技术

与法律等专业知识的人才。在平台建设方面，商业银行要加强安全措施方面的研发投入，在安全认

证、交易加密等关键领域要有强大的支持。其次，要从银行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互联网金融产品设计、

平台建设与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思考，将互联网金融模式与银行现有模式进行有效融合，而不能以

“别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态，盲目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为了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而否定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本

文认为，之所以互联网金融在现阶段会加剧商业银行的风险，一方面，因为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态势，商

业银行在运用互联网金融技术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这种新模式，正如郑联盛（２０１４）［２１］指出的
一样，在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相融合过程中，由于双方各自存在固有的风险，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

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金融作为银行门口的“野蛮人”，确实对商业银行的业务形成了很大冲击，

这是我国商业银行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有正视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正是本

文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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