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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去杠杆与中国房地产金融业
波动溢出风险：促进还是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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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动态波动溢出指数法，测度中国９个房地产金融子行业在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
波动溢出风险，并分析部门杠杆、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对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效应及行业异质

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房地产金融业总体波动溢出风险自２０１９年以来持续上升至较高水平。房地产业对
金融业的波动溢出风险明显大于金融业对房地产业的波动溢出风险；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的双向波动溢出

风险存在非对称性。第二，各部门杠杆对房地产金融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金融部门和政府

部门杠杆显著促进房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和行业双向溢出风险，而非金融部门杠杆则表现为显著抑

制。第三，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顺周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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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１０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高涨，不少城市地价房价持续上涨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表明，２０２０年全国商品房均价为９８６０元／平方米，同比涨幅为５９％。全国
１００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同比涨幅也达到近１１％。与此同时，２０２０年全国土地均价为６７６３
元／平方米，同比涨幅为１８７％。这表明地价增速明显高于房价，无形中进一步增强了房价上涨预期。
进入２０２１年，一线城市与强二线城市房价上涨更为明显，不断激发购房需求，由此导致银行房贷规模
及增速不断扩大，居民部门杠杆增速过快。局部地区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趋势开始显现，对此，监管

部门从２０２０年开始实施结构性去杠杆，以此来抑制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尤其是房地产企业）的杠杆
水平，随后推出“三道红线”和“房地产企业贷款集中管理制度”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严防资金违规

流入房地产市场。２０２１年３月２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房地产领域的
核心问题还是泡沫比较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比较强，是金融体系最大灰犀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攻坚战的关键环节。在目前各类房地产市场的严格调控政策持续落实的大背景下，房地产行业竞争

格局势必会明显分化，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小房地产企业将面临生存压力

或淘汰出局，这势必导致房地产领域债务违约风险的不断积累，进而引发金融业坏账风险的积累。因

此，在当前有序结构性去杠杆背景下，研究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相互波动溢出影响机制就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第一，有助于明确不同部门去杠杆对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的影

响效应；第二，有助于厘清在宏观部门去杠杆背景下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波动溢出风险及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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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第三，有助于评价结构性去杠杆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从而合理确定结构性去杠杆的力

度和方向，避免过度去杠杆引发房地产金融风险向外传染，为制定科学的金融风险防范政策提供有益

的借鉴。

二、文献综述

（一）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形成机理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房地产业在满足居住的基础上，已逐渐成为重要的投资品。伴随着房

价的快速上涨与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在中国社会依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背景下，整个房地产开发的

各个环节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从而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形成了共生关

系。与此同时，近２０年来，中国城市房价持续上涨带动了居民的住房消费与投资热情，使得居民房贷
规模持续增大，居民部门杠杆水平持续上升。显然，这种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背后也积累了大量的潜

在金融风险。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再次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
关注。Ｂｅｒｎａｎｋｅ等（１９９９）较早利用“金融加速器”效应诠释了房地产金融风险存在“升缓降急”的非
对称性［１］。Ｉａｃｏｖｉｅｌｌｏ（２００５）实证发现房地产市场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信贷约束的存在扩大了房价
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受抵押贷款约束的购房者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２］。Ａｌｌｅｎ和 Ｃａｒｌｅｔｔｉ
（２００８）认为对于贷款者来说，当资产价格升高，贷款者会利用抵押物预期价格上升向银行借更多的
钱，但若资产价格下降，贷款者会随着抵押物价格的下降而发生违约，造成银行的的不良贷款［３］。

２００８年美国房地产业的次贷危机，通过雷曼兄弟等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逐步扩散到全世界各个
国家，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仅让各方意识到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的强大破坏力，而且

让国内外学术界开始研究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国外学者在此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Ｐａｖ
ｌｏｖａ和Ｒｉｇｏｂｏｎ（２００８）指出，房价变化将引起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银行贷款的结构发生改变及影响市
场流动性，并最终导致银行产生系统性风险［４］。Ｅｗａｌｄ（２０１０）指出，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源于房地
产泡沫的破灭，在这场危机中，房产占了家庭总资产的大部分，而购房资金又大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

随着房价的暴跌，家庭和银行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５］。Ｍｉａｎ和Ｓｕｆｉ（２０１１）研究发现，一般家庭会在经
济繁荣时向银行过度贷款用于投资房地产，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会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而破裂，致使

信贷市场出现大量违约［６］。Ｌｉｕ和Ｍｉｎｆｏｒｄ（２０１４）将银行部门加入新凯恩斯模型，验证了加入信贷渠
道后该模型仍然有效，揭示出信贷冲击对次贷危机的生成发挥了主要作用［７］。Ａｎｄｒｅａｓ（２０１６）通过对
２０１９家房屋抵押贷款违约概率和预期损失利润的数据分析，认为商业抵押担保证券投资者的信用风
险主要源于金融和资本市场［８］。Ｄｅｎｇ等（２０１９）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研究房地产价格冲击下银行的系
统性风险传染机制，认为房地产的资产抛售在风险传染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９］。国内学者也进行了

大量相关研究。伍冠玲（２００９）通过研究发现，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程度将密切影响房地产金融风险的
大小［１０］。曹玉华（２０１０）通过研究美国次贷危机后认为，住房按揭贷款的准入条件下降以及相关监管
部门的失职是造成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１１］。林那（２０１１）研究指出，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金融产
品种类稀少，无法满足直接融资的需求，导致银行为其提供了大部分信贷资金的同时也承担了主要的

风险。由此鼓励金融产品多样化创新、拓宽房地产市场的融资渠道，可以加大分散房地产行业的风险

程度［１２］。齐讴歌（２０１５）认为，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而银行信贷扩张会对
房地产市场风险产生助推作用［１３］。蔡真（２０１８）指出，这些风险一旦形成便会在房地产市场进行不断
传导、扩散［１４］。方意（２０１５）研究货币政策和房价冲击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１５］，沈悦等（２０１４）研究
银行风险承担与房地产信贷政策之间的关系［１６］。刘超等（２０１８）认为，房地产市场作为资产配置的重
要工具，当其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时，往往能产生从局部危机扩散至全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１７］。王文

胜和张梦凯（２０１９）认为，低迷时期的房地产业下行压力加大，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存在滞后，造成
其价格的不稳定波动，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１８］。翟永会（２０１９）认为，在各个行业中房地产业对银
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程度最大，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最为紧密，房价的过度波动不利于金融稳定［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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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登奎等（２０１９）认为，房价上涨将增加杠杆率，对银行产生风险溢出效应，最终导致金融市场的
动荡［２０］。

（二）房地产金融波动溢出风险测度研究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证明了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同时
也表明之前学界测度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由此引发学者开始探讨更为

科学合理的测度方法。早期学者主要通过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线性相关系数法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法分析房
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但这两种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前者没有考虑到在变量与变量

之间可能会有非线性的相关性，而后者的缺陷在于没有办法定量计算出变量与变量间的相关性。随

后有学者采用Ｃｏｐｕｌａ函数来测度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非线性相依性。
在房地产金融波动溢出风险测度方面，Ｄｉｅｂｏｌｄ和Ｙｉｌｍａｚ（２００９）首次基于广义ＶａＲ模型预测误差

方差分解，提出了静态波动溢出指数（简称 ＤＹ方法）来测度金融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２１］。随后

Ｄｉｅｂｏｌｄ和Ｙｉｌｍａｚ（２０１２，２０１４）采用滚动窗口技术来实现动态 ＶａＲ估计，进而实现了总波动溢出指数
和有向溢出指数的动态测度［２２～２３］。由于ＤＹ方法可以充分捕捉行业或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变化，
所以被广泛应用到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或不同金融资产间的波动溢出关系研究中。Ａｂｂａｓ等（２０１９）
利用ＤＹ方法研究了七国集团国家股市收益率和波动率与其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２４］。Ｂｅｎｌａｇｈａ
和Ｍｓｅｄｄｉ（２０１９）研究了伊斯兰银行与传统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波动溢出强度与方向，研究发现伊
斯兰银行间的联系强于传统银行，并且溢出指数对经济事件高度敏感［２５］。Ｓａｎｔｉａｇｏ等（２０１７）拓展了
Ｄｉｅｂｏｌｄ和Ｙｉｌｍａｚ（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２１～２２］的模型框架，使用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构建了波动溢出指数，该方
法直接从资产收益序列中计算溢出指数并识别协方差矩阵的时变性［２６］。为了克服ＤＹ方法依赖窗口
长度和步长选择主观性的局限，Ａｎｔｏｎａｋａｋｉｓ和Ｇａｂａｕｅｒ（２０１７）引入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的时变溢出指数方法。此种方法可以很好改进ＤＹ方法的缺陷，因为其不用设定窗宽，进而也就
不会有样本的损失［２７］。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基于ＤＹ方法作了许多实证研究。刘超等（２０１７）采用 ＤＹ方法和复杂网络方
法测度中国一级金融子市场间的波动风险溢出效应［２８］。何敏园（２０１８）实证研究了全球股市间的波
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球股市波动率溢出效应大于收益率溢出效应，且波动率溢出与收益率溢出都

具有时变性与非对称性［２９］。刘姣姣等（２０２０）基于ＤＹ方法考察了国内不同畜产品价格之间的溢出效
应［３０］。赵艳平等（２０２０）基于ＤＹ方法测算了１９９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７月全球３０个主要外汇交易经
济体的外汇市场压力双向溢出效应［３１］。郑挺国等（２０１８）基于ＴＶＰ－ＶａＲ模型对１９９３—２０１６年间国
际８个主要股市的时变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测算，发现国际股市间的总波动溢出效应呈上升趋势，尤
其是在金融震荡时期显著上升［３２］。杨子晖等（２０１８）采用ＶａＲ，ＭＥＳ，ＣｏＶａＲ以及ΔＣｏＶａＲ四类风险测
度方法，结合风险溢出网络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中国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公司的系统性风险

及其传染展开研究［３３］。

（三）结构性去杠杆对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机理研究

２００８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后，“去杠杆”逐渐成为各方关注的问题。国外学者 Ｅｇｇｅｒｔｓｓｏｎ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２０１２）首先提出了“去杠杆化危机”，认为金融去杠杆化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冲击［３４］。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和Ｒｏｇｏｆｆ（２０１０）、Ｓｃｈｕｌａｒｉｃｋ和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１２）通过研究指出，过高的杆杆率会引发流动性风险，
导致经济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中，从而加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引起经济衰退［３５～３６］。

Ｂｌａｃｋ等（２０１３）、Ｅｎｇｌｅ等（２０１５）、Ｈａｕｔｓｃｈ等（２０１４）认为，商业银行业资产规模及其财务杠杠是系统
性风险的关键驱动因素，也是造成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的重要原因［３７～３９］。

国内学者在分析去杠杆与房地产金融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上紧跟国家监管政策变化，主要分

为三个方向：一是研究各部门杠杆之间的溢出效应。马亚明和张洁琼（２０１９）通过实证建模发现，各部
门杠杆之间存在时变影响效应：金融部门杠杆会挤压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居民部门杠杆会抑制非金

融企业部门杠杆和政府部门杠杆［４０］。江红莉和蒋鹏程（２０１９）同样认为，政府部门杠杆上升会对非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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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企业部门杠杆和居民部门杠杆产生挤出效应［４１］。二是分析金融去杠杆在宏观层面的影响效应。

马勇和李振（２０１６）通过研究指出，适度的金融去杠杆可以提升金融效率、优化金融结构，从而提高经
济增长［４２］。苟文均等（２０１６）、陈雨露等（２０１４）认为，由于不同部门的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
响存在差异，因此，过度金融去杠杆将加大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４３～４４］。马勇和陈雨露

（２０１７）、顾永昆（２０１７）及吴建銮等（２０１８）认为，金融去杠杆加剧了经济波动［４５～４７］。三是探讨结构性

去杠杆的实施方法及影响效果。刘勇和白小滢（２０１７）通过研究表明，居民部门和金融部门去杠杆能
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而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去杠杆对抑制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效果较为一

般［４８］。王桂虎和郭金龙（２０１８）通过实证发现，宏观杠杆率对宏观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区制效应，只
有高杠杆区制才会加剧结构性扭曲，进而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溢出［４９］。刘哲希和李子昂（２０１８）研究
结论表明，居民部门加杠杆最终会加剧企业部门去杠杆造成的经济下行趋势，无助于推进结构性去杠

杆［５０］。黄少安和王伟佳（２０１９）实证认为，去杠杆会产生较大经济波动，而企业和居民部门同时去杠
杆的效果要好于单独某一部门去杠杆的效果［５１］。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已对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

丰富的成果，能为本文研究带来有益的启发，可是大部分研究结果仍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研究角度

存在局限性。现有文献大都从一级行业视角来分析房地产业与金融业（或银行业）之间的波动溢出风

险，忽视了近几年来中国影子银行在房地产业融资上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而影子银行机构往往来自

金融业三级子行业；与此同时，房地产业中房地产开发、园区开发、房地产服务业与不同金融子行业之

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从三级子行业视角来研究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波动溢

出效应，将更加贴近中国实际情况。第二，研究方法有局限性。现有研究方法大多只能分析两个行业

之间的静态波动溢出效应，而难以将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从而无法充分捕捉各

子行业之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及其形成的连通性网络。第三，研究的问题有局限。现有文献主要侧重

分析宏观杠杆或部门杠杆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鲜有文献研究结构性去杠杆对房地产金融波动溢

出风险的影响效应，更没有进一步分析结构性去杠杆对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差

异。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第一，创新的研究视角。基于三级行业视角中３个
房地产子行业（房地产开发、园区开发及房地产服务）和６个金融子行业（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保
险、证券、信托及其他非银金融）的波动溢出风险。第二，研究问题更深入。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分析

不同部门去杠杆对房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比较不同部门去杠

杆对９个房地产金融子行业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差异。

三、实证模型的构建与说明

（一）房地产金融业时变波动率测度：ＧＪＲ（１，１）－ＳｋＴ（ｖ，λ）模型
因为传统的ＧＡＲＣＨ模型仅能描述出金融收益率系列的正态分布，但实证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金

融资产收益率分布实际上均表现为“尖峰、肥尾”的正态分布特征，所以，本文使用了边缘分布

ＧＪＲ（１，１）－ＳｋＴ（ｖ，λ）模型对中国房地产金融子行业的时变波动率进行刻画，以求能够得到更加合理
的描述性特征。边缘分布的模型形式如下：

Ｒｉ，ｔ＝ｃ０＋ｃ１Ｒｉ，ｔ－１＋ｅｉ，ｔ （１）
ｅｉ，ｔ＝ｈｉ，ｔεｉ，ｔ，εｉ，ｔ～ＳｋＴ（ｖ，λ） （２）
ｈｉ，ｔ＝ωｉ，ｔ＋αｅ

２
ｉ，ｔ－１＋βｈｉ，ｔ－１＋γｅ

２
ｉ，ｔ－１Ｉ（ｅｉ，ｔ－１ ＜０） （３）

上述边缘分布模型有８个参数，其中，式（１）为均值方程，包含参数ｃ０和ｃ１，ｅｉ，ｔ为股指收益率系列的残
差，ｉ＝１，２，…，９分别代表中国９个房地产金融子行业。式（２）中的ＳｋＴ（ｖ，λ）为偏斜学生 －ｔ分布，它
能同时刻画收益系列的尖峰、厚尾、偏斜特性；式（２）中参数ν和λ分别代表自由度参数和非对称性参
数。式（３）为方差方程，包括４个参数（ω，α，β，γ），Ｉ（ｅｉ，ｔ－１＜０）为指示性指标，当ｅｉ，ｔ－１＜０取１，否则取
０，表明面对一个负面冲击时，收益率系列波动要大于面对一个正面冲击时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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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ＧＪＲ（１，１）模型来说，式（３）还面临着如下的约束条件。
α＋２β＋γ＜２，α＞－γ，β∈（０，１） （４）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形式如下：
ｑｉｊ，ｔ＝ １( )－ａ－ｂρｉｊ，ｔ＋ εｉ，ｔ－１εｊ，ｔ－( )

１ ＋ｂｑｉｊ，ｔ－１

ρｉｊ，ｔ＝
ｑｉｊ，ｔ
ｑｉｉ，ｔｑｊｊ，槡 ｔ

Ｑｔ＝ ｑｉｊ，( )
ｔ

Ｒｔ＝ｄｉａｇ
１
ｑ１１，槡 ｔ

，…，
１
ｑｑｎｎ，槡

( )
ｔ

·Ｑｔ·ｄｉａｇ
１
ｑ１１，槡 ｔ

，…，
１
ｑｑｎｎ，槡

( )















ｔ

（５）

式（５）中ρｉｊ，ｔ为εｉ，ｔ和εｊ，ｔ之间的无条件相关系数，Ｒｔ为时变相关系数矩阵，ａ和ｂ为ＤＣＣ模型测度时变
联动性的待估参数，且需满足ａ＋ｂ＜１的约束条件。

（二）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测度：ＤＹ模型
本文参考了Ｄｉｅｂｏｌｄ和Ｙｉｌｍａｚ（２０１４）［２３］的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方法，对房地产金融业

的９个子行业进行波动溢出效应的测度及分析，主要分成三步进行模型的构建：一是构建了Ｎ维ｐ阶
ＶａＲ模型；二是对其进行广义方差分解；三是建立总体溢出指数及方向性溢出指数。本文借鉴Ｄｉｅｂｏｌｄ
和Ｙｉｌｍａｚ（２０１４）［２３］提出的溢出指数方法来测度９个房地产金融子行业的波动溢出效应。假设所构建
的Ｎ维ＶＡＲ（ｐ）模型为：

Ｘｔ＝∑
ｐ

ｉ＝１
ΦｉＸｉ－１＋εｔ （６）

其中，Ｘｔ＝ Ｘ１ｔ，Ｘ２ｔ，…，Ｘ( )
ｎｔ是一个Ｎ维列向量，也即各股市波动率系列ｉ，ｉ＝１，２，…，ｐ是Ｎ×Ｎ自回

归系数矩阵，误差向量εｔ均值为零，协方差矩阵记为∑；假设该ＶＡＲ模型具有平稳的协方差，因此，
则可将式（６）转换为移动平均形式（ＶＭＡ）：

Ｘｔ＝∑
∞

ｊ＝０
Ａｊεｔ－ｊ （７）

其中，Ａｊ＝１Ａｊ－１＋２Ａｊ－１＋… ＋ｐＡｊ－ｐ。Ａ０为 Ｎ×Ｎ阶单位矩阵，且 ｊ＜０时，Ａｊ＝０。通过对ＶａＲ模
型的构建，进行协方差矩阵的方差分解，可以把每一个变量的预测误差通过方差分离成为源自各个系

统内部的变量，并把其归属于各自变量的溢出效应。为了测度变量间的溢出效应和总溢出效应，先对

变量间的溢出效应进行定义：变量Ｘｊ对变量Ｘｉ的溢出效应被定义为Ｘｉ的Ｈ步预测误差的方差受到来
自Ｘｊ部分的冲击，其中ｉ≠ｊ，Ｈ步表示ＶＡＲ模型的预测误差的时间跨度，即方差分解的期数，可以表达
为如下形式：

θＨｉｊ＝
σ－１ｊｊ∑Ｈ－１

ｈ＝０
（ｅ′ｉＡｈ∑ｅｊ）２

∑Ｈ－１

ｈ＝０
（ｅ′ｉＡｈ∑Ａ′ｈｅｊ）

（８）

其中，σ－１ｊｊ是第ｊ个变量预测误差的标准差形式，ｅ′ｉ是一个Ｎ×１的向量，第ｉ个元素为１，其余元素为０，

θＨｉｊ代表变量Ｘｊ对变量Ｘｉ的溢出效应，由于∑Ｎ

ｊ＝１
θＨｉｊ≠１，为了计算溢出指数值，需要对θ

Ｈ
ｉｊ进行标准化

处理：

珓θＨｉｊ＝
θＨｉｊ

∑Ｎ

ｊ＝１
θＨｉｊ

（９）

由此可得，∑Ｎ

ｊ＝１
槇θＨｉｊ＝１，且∑Ｎ

ｉ，ｊ＝１
槇θＨｉｊ＝Ｎ。矩阵 槇θＨｉｊ＝［槇θ

Ｈ
ｉｊ］展示了Ｎ个变量间的溢出效应，其中，

主对角元素表示变量对自身的溢出效应，而非对角元素表示不同变量间的溢出效应。本文构建总溢出

指数和方向性溢出指数，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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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ｇ（Ｈ）＝
∑Ｎ

ｉ，ｊ＝１，ｉ≠１
珓θｇｉｊ（Ｈ）

∑Ｎ

ｉ，ｊ＝１
珓θｇｉ，ｊ（Ｈ）

×１００＝
∑Ｎ

ｉ，ｊ＝１，ｉ≠１
珓θｇｉｊ（Ｈ）

Ｎ ×１００ （１０）

Ｓｇｉ·（Ｈ）＝∑Ｎ

ｊ＝１，ｉ≠ｊ
珓θｇｉｊ（Ｈ）×１００ （１１）

Ｓｇ·ｉ（Ｈ）＝∑Ｎ

ｊ＝１，ｉ≠ｊ
珓θｇｊｉ（Ｈ）×１００ （１２）

式（１０）为总溢出指数，衡量９个房地产金融子行业波动的总溢出指数。式（１１）和式（１２）为方向
性溢出指数，分别表示行业ｉ受到其他行业波动的溢入水平和对其他行业的溢出水平，从而全面刻画
出各行业之间的溢出强度和溢出方向。

四、中国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测度

（一）样本数据选择与说明

本文分析对象为６个金融子行业指数（国有银行ＧＹＹＨ、股份制银行ＧＦＺＹＨ、保险ＢＸ、证券ＺＱ、信
托ＸＴ、其他非银金融 ＱＴＪＲ）与３个房地产子行业指数（房地产开发 ＦＤＣＫＦ、园区开发 ＹＱＫＦ、房地产
服务ＦＤＣＦＷ），以这些行业指数的日收盘价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
Ｃｈｏｉｃｅ数据库。研究时期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这里对样本数据均进行了对数
收益率处理。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检验

本文对整个周期内的样本数据进行正态分布、平稳性检验，具体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国有银
行、股份制银行、保险、证券这４个子行业存在“尖峰、右偏”特征，而信托、其他金融、房地产开发、园区
开发、房地产服务这５个子行业存在“尖峰、左偏”特征。所有子行业均在１％的置信水平上为平稳序
列且不服从正态分布。

表１　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收益系列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行业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ＪＢ检验Ｐ值 ＡＤＦ检验

国有银行 ０．０３２ －１０．４７４ ９．１０９ １．３０３ ０．０７８ １１．５８３ ０．０００ －３６．４４１

股份制银行 ０．０５３ －１０．５２８ ９．２１７ １．６３１ ０．２２２ ５．９９１ ０．０００ －４７．５１１

保险 ０．０５３ －１０．５３５ ９．４６０ ２．０４２ ０．２７３ ３．４８２ 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１

证券 ０．０２９ －１０．５３５ ９．５３７ ２．３８７ ０．０６０ ３．９７８ ０．０００ －４５．４４３

信托 －０．００２ －１０．５８８ ９．６０５ ２．７４９ －０．０８６ ２．７３３ 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１

其他非银金融 ０．００２ －２８．３０５ ２７．２６４ ２．６８１ －０．３２５ １３．２３６ ０．０００ －４４．５３２

房地产开发 ０．０２６ －１０．０４２ ９．４６０ １．９１９ －０．５５２ ４．１９８ ０．０００ －４４．５６４

园区开发 ０．０２７ －１０．５３４ ９．５４４ ２．２７９ －０．４１８ ４．５５３ ０．０００ －４３．６５２

房地产服务 －０．０３３ －１０．４４０ ８．６０４ ２．２８８ －０．６１２ ２．７４８ ０．０００ －４１．２２３

　　注：表示在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ＪＢ检验Ｐ值是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正态性检验统计量，ＡＤＦ检验是单位根检验的
统计量，其包含截距项、不含趋势项，滞后阶数由最小赤池信息准则自动决定；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Ｃｈｏｉｃｅ金融终端。

（三）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边缘分布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ＧＪＲ（１，１）－ＳｋＴ（ｖ，λ）模型对各子行业的收益率序列分布进行参数估计，进而获得房
地产金融各子行业时变波动率，为后续分析行业波动溢出指数提供数据支持。基于整个研究周期的

边缘分布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从表２可以看到，所有９个子行业的α参数和β参数均在１％的置信
水平上显著，且其值相加之和均接近于１，说明这９个子行业的波动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各子行业的
γ参数都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各子行业波动不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与此同时，各子行

·５４·

　郭文伟，朱洪进，马晓文：结构性去杠杆与中国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促进还是抑制？



业的估计参数均满足式（４）的约束条件，说明本文所采用的边缘分布模型是合适的。

表２　整个时期内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边缘分布估计结果

ｃ０ ω α β γ ν λ

国有银行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１ ０１４８ ０８６２ －００４６ １１０３ ３７９１

股份制银行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８２ ０９２２ －００２１ １１４０ ３５７０

保险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１ ０９３０ －０００６ １１１０ ４８３０

证券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２ ０９４２ －０００２ １０９２ ３５３０

信托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１ ０８９１ －０００２ １０１６ ４０６０

其他非银金融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５ ０９３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９８２ ４３００

房地产开发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２ ０９１１ －００１５ １０１３ ４６９２

园区开发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９ ０９１２ －００２９ ０９４２ ４４３１

房地产服务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９ ０９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８９１ ６２８２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置信水平上显著；ｃ０表示均值方程中的截距项，ω表示方差方程中的截距
项；数据由作者依据边缘分布统计检验结果整理得到。

（四）中国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波动溢出风险测度结果

１中国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时变波动率测度结果
从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在整个研究时期内的时变波动率均值来看，其他非银金融行业波动率最

大，其次是房地产服务业和证券业；比较可知，保险业和银行业的波动率最小。显然，银行业和保险业

自身巨大的行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金融市场波动率的作用。从各子行业波动率走势来看

（见图１），各子行业均在２０１５年下半年和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率峰值，前者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５年下半年沪深股市出现“杠杆式股灾”导致，后者主要由于２０２０年初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
致。比较可知，后者波动率水平远小于前者。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数据统计而得）

图１　中国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时变波动率走势（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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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房地产金融子行业之间的静态波动溢出效应测度结果
本文首先采用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方法，测度中国房地产金融子行业之间在整个研究时

期内（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的波动溢出效应。这里基于ＡＩＣ准则确定ＶＡＲ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
为１，将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的期数设为５。整个研究时期内各子行业之间波动溢出矩阵如表３所示①。

表３　整个研究时期内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之间的波动溢入溢出结果

国有

银行

股份制

银行
保险 证券 信托

其他非银

金融

房地产

开发

园区

开发

房地产

服务

波动

溢入值

国有银行 ３８８１０ ２２９６２ １０９１１ ６８７２ ４２３１ ２５４３ ７４２３ ２８５４ ３４２１ ６８５０

股份制银行 １９９３２ ３２６２１ １３７９３ １０２６０ ５５８２ ２９８１ ８６９２ ３２８０ ２９３２ ７４９２

保险 １０９３０ １５０１４ ３２９５２ １４４３１ ６３４ ３６６３ ８７８３ ３９８１ ３９５１ ７４５２

证券 ５９６１ ９７２２ １２４４１ ２９０４３ １０９５１ ５９７１ １１８８１ ７９８１ ６０５３ ７８８２

信托 ４３５３ ６２７３ ６６５３ １２４９１ ３８５２２ ７８４１ ９０９３ ８７１３ ６１１１ ６８３３

其他非银金融 ３１７２ ４２７２ ４８５１ ８８８１ １０２１２ ４７３４２ ８３３２ ７０３２ ５９３２ ５８５１

房地产开发 ６５９１ ８５６１ ８４１１ １２５６２ ７８６１ ５２６３ ３０５２１ １０８１３ ９４４３ ７７２１

园区开发 ３９７２ ５１１３ ５１６３ １０７２１ １００２３ ５７９０ １３６４ ３６３３１ ９３２４ ７０７２

房地产服务 ４６４０ ４５６１ ５５２０ ８７１２ ６９５１ ４６７１ １２９８１ １０２９２ ４１７２３ ６４８０

波动溢出值 ６６１２ ８４９１ ７５２３ ９４４２ ６９１３ ４３１３ ８９７１ ６１１２ ５２４１ ６３５８１

　　注：数据由作者根据统计结果整理而得。

在整个研究时期内，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的总体净溢出指数为６３５８％，说明总体波动净溢出效
应较为明显，各子行业波动更多源于自身前期波动的影响，而其他子行业的波动冲击也有一定的影

响。在金融业各子行业内部，国有银行业对股份制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波动溢出较大（分别为１９９３％、
１０９３％），但相比于证券业、信托业及其他非银金融业的波动溢出较小；股份制银行同样对国有银行
业和保险业的波动溢出较大（分别为２２９６％、１５０１％），相较之下另外三个金融子行业的波动溢出
较小。证券业对国有银行业、股份制银行业及其他非银金融业的波动溢出较小，但对其他两个金融子

行业的波动溢出较大。信托业对国有银行业、股份制银行业及保险业的波动溢出较小，而对另外两个

金融子行业的波动溢出较大。其他非银金融业对国有银行业、股份制银行业及保险业的波动溢出较

小，但对另外两个金融子行业的波动溢出较大。从金融子行业对房地产子行业的波动溢出来看，国有

银行业、股份制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对房地产开发业的波动溢出明显大于对园区开发业和房地产

服务业的波动溢出，而信托业和其他非银金融业对园区开发业的波动溢出明显大于对房地产开发业

和房地产服务业的波动溢出。同时房地产各子行业相比于证券业和信托业的波动溢出显著高于国有

银行业、股份制银行业、保险业及其他非银金融业的波动溢出。总体上分析各行业的波动溢出及溢

入，可以发现波动溢出效应在各子行业间相差不大，其顺序依次是：证券业（９４４％）、房地产开发业
（８９７％）、股份制银行业（８４９％）、保险业（７５２％）、信托业（６９１％）、国有银行业（６６１％）、园区开
发业（６１１％）、房地产服务业（５２４％）、其他非银金融业（４３１％）。而波动溢入效应由大到小排序
是：证券业（７８８％）、房地产开发业（７７２％）、股份制银行业（７４９％）、保险业（７４５％）、园区开发业
（７０７％）、国有银行业（６８５％）、信托业（６８３％）、房地产服务业（６４８％）、其他非银金融业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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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５％）。显然，在整个研究时期内，证券业和房地产开发业波动溢出溢入效应最大。
３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房地产金融子行业之间的静态波动溢出效应测度结果
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方法，测度中国房地产金融子行业之间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２０２０

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的波动溢出效应。这里基于ＡＩＣ准则确定ＶＡＲ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１，将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的期数设为５。整个研究时期内各子行业之间波动溢出矩阵如表４所示。

表４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之间的波动溢入溢出结果

国有

银行

股份制

银行
保险 证券 信托

其他非银

金融

房地产

开发

园区

开发

房地产

服务

波动

溢入值

国有银行 ３２７４１ １３９５２ ９２２０ ７６９３ ４３５５ ８９６０ １３８５３ ３４２１ ５８１１ ７４７０

股份制银行 １２６０２ ２６８０１ １１２０３ ４０４０ ５７７２ ９４１１ １９６７２ ４２１０ ６３０２ ８１３２

保险 ８４５０ ９８９４ ２７７２２ １３４４１ ４８５２ １３３７３ １４２３３ ３２０１ ４８５１ ８０３２

证券 ７５２１ ２３２２ １２１６１ ４３３０３ ９２４１ １４７５１ ５２１１ ２５９１ ２９１３ ６３０２

信托 ４７２３ ５４１３ ４６５３ ７５４１ ４１１２２ １５２３１ １００１３ ４２２３ ７０９１ ６５４３

其他非银金融 ７６７２ ７３８２ ８７４１ １０３３１ ９６７２ ２７０６２ １４０９２ ５３０２ ９７６２ ８１０１

房地产开发 ７６９１ １３９７１ ７６８１ ２３５２ ６０４１ １１８７３ ３３２１１ ７２３３ ９９５３ ７４２１

园区开发 ３２２２ ６１６３ ４４９３ ２５５１ ６９５３ １０７６０ １２６９０ ４３１４１ １００３４ ６３２２

房地产服务 ５７４０ ７８０１ ４２４０ ２２０２ ５９８１ １３６０１ １２８６１ ８３００ ３９２８３ ６７５０

波动溢出值 ６４０２ ７４３１ ６９３３ ５５７２ ５８７３ １０８８３ １１４０１ ４２７２ ６３０１ ６５０７１

　　注：数据由作者根据统计结果整理而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的总体净溢出指数为６５０７１％，其数值略高于前文
的整个研究周期数值，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总体波动净溢出效应。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保险、

其他非银金融和房地产服务的自身波动溢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都有所下降，而其他房地产金融子

行业的自身波动溢出均出现上升。在金融业各子行业内部，国有银行业对其他非银金融行业、证券行

业、信托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波动溢出均上升（分别上升４５％、１５６％、０３７％），而其对股份制银
行和保险的波动溢出均下降（分别下降７３３％、２４８％）；股份制银行业对其他非银金融的波动溢出
上升（上升３１１％），而其对国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波动溢出均下降（分别下降９０１％、７４％、
５１２％、０８６％）；保险行业对其他非银金融的波动溢出上升（上升３８９％），而对其他子行业的波动
溢出均下降；证券行业对其他非银金融和国有银行业的波动溢出均上升（分别上升 １４５％、
０８２１％），而对其他子行业的波动溢出均下降；信托行业对国有银行业和股份制银行业的波动溢出均
上升（分别上升０１２４％、０１９％），而对其他子行业的波动溢出均下降；其他非银金融对其他子行业
的波动溢出均上升（上升０１２４％）。从金融子行业对房地产子行业的波动溢出来看，国有银行业、股
份制银行业和其他非银金融对房地产开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波动溢出均出

现上升，股份制银行和其他非银金融对园区开发业的波动溢出也出现上升且对房地产开发的波动溢

出上升明显大于另两个房地产子行业；而保险业、证券业和信托业对房地产开发业、园区开发业和房

地产服务业的波动溢出均下降，其中，证券业对这三个房地产子行业的波动溢出下降得更为明显。总

体上分析各行业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后波动溢出及溢入的变化，波动溢出在各子行业间的上升顺序依

次是：其他非银金融业（６５７％）、房地产开发业（２４３％）、房地产服务业（１０６％）；波动溢出下降顺
序依次为：证券业（３８７％）、园区开发业（１８４％）、股份制银行业（１０６％）、信托业（１０４％）、保险业
（０５９％）、国有银行业（０２１％）。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后波动溢入效应上升由大到小排序是：其他
非银金融业（２２５％）、股份制银行业（０６４％）、国有银行业（０６２％）、保险业（０５８％）、房地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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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０２７％）；期间波动溢入效应下降顺序依次为：证券业（１５８％）、园区开发业（０７５％）、房地产开发
业（０３％）、信托业（０２９％）。从各行业总波动溢出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房地产开发业波动溢
出效应最大；从各行业总波动溢入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股份制银行业波动溢入效应最大。

４中国房地产金融行业的总体动态波动溢出效应测度结果
本文以１年期（２４３个交易日）作为滚动窗口长度，１个交易日作为滚动步长，通过采用滚动窗口

技术来获得整个时期内中国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波动的总溢出指数，以此来度量中国房地产金融业

在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期间的总体动态波动溢出效应（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见图２）。从图２可看出，在整个研究时
期内，房地产金融业总溢出指数走势波动较为激烈，该溢出指数从２０１２年５３点开始震荡上升至２０１３
年的阶段性高点（７０），随后保持大幅波动震荡走势，并分别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８年出现两个历史低点，
随后从２０１９年开始大幅波动上升至今一直维持在历史高位。这表明，２０１９年以来，中国房地产金融
业总体波动溢出风险持续上升至今并保持较高风险水平。

图２　中国房地产金融业总体波动溢出指数

从各子行业波动溢出指数走势来看，房地产金融业各子行业走势大体相同，均在从２０１１年大幅
波动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历史低位，随后开启震荡上升趋势至２０２０年。从净溢出指数走势来看（见图
３），国有银行业、股份制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其他非银金融业、房地产开发业总体上呈现出波动风
险净溢出状态，而信托业、园区开发业、房地产服务业总体上呈现出波动风险净溢入风险，尤其是信托

业从２０１９年以来面临持续增加的波动溢入风险，房地产服务业则从２０２０年以来同样面临持续加大
的波动溢入风险，显然，这两个子行业将成为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重点对象。其他非银金融业从

２０１９年至今一直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净溢出水平，也是需要重点监控的金融子行业。

图３　中国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波动净溢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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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中国房地产金融子行业之间的动态波动溢出效应测度结果
（１）一级行业视角下房地产金融业之间的动态波动溢出效应
图４为一级行业视角下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总体上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波

动溢出均值（１０８）要明显大于金融业对房地产业的波动溢出均值（０８９），这说明在整个时期内，房
地产业对金融业的波动溢出效应要大于金融业对其的波动溢出效应，尤其是进入２０２０年以来，这种
溢出效应在不断加大。从走势来看，两者走势基本类似，均在２０１５年初和２０１８年初出现低位，随后
从２０１８年持续上升至今维持在高位。

图４　中国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之间波动溢出效应

（２）三级子行业视角下房地产金融业之间的动态波动溢出效应
从表５的统计结果来看，国有银行业对房地产开发业的波动溢出效应（５７７）小于房地产开发业

对国有银行业的波动溢出效应（６５７）。与此相反，国有银行业对园区开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呈现净
波动溢出效应，说明前者对后者的波动溢出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波动溢出影响。从横向比较来看，

国有银行对房地产子行业中的房地产开发业波动影响最大，对房地产服务业的波动影响最小。这是

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房地产开发由于融资规模相比园区开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大很多，且更多依赖

金融业，因此，房地产开发业与金融业各子行业的关系更为密切，也就容易受到更大的波动溢出影响。

股份制银行业与房地产开发业之间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较为接近，但股份制银行业对园区开发业和

房地产服务业均呈现净波动溢出状态。保险业对房地产开发业的波动溢出效应略小于房地产开发业

对保险业的波动溢出效应。保险业对园区开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均呈现净波动溢出状态。证券业对

房地产开发业、园区开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均呈现净波动溢出状态。信托业、其他非银金融业对房地

产开发业的波动溢出效应小于房地产开发业对信托业和其他非银金融业的波动溢出效应，但信托业

和其他非银金融业对园区开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均呈现净波动溢出状态。在各金融子行业中，证券

业对房地产开发业的波动溢出效应最大（１０４０），然后是其他非银金融业（８２９）。同时，其他非银金
融业对于园区开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波动溢出效应明显高于金融业的其他子行业。综合来看，证

券业和其他非银金融业与房地产各子行业之间相互溢出效应比较大。

表５　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均值

房地产开发 园区开发 房地产服务

国有银行 ５７７０（６５７１） ３７３３（３４３１） ３５５２（３３５２）

股份制银行 ７３７２（７４０２） ４１１１（３４７４） ３８２４（３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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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房地产开发 园区开发 房地产服务

保险 ７１４１（７５３０） ４１５０（３８４０） ４６４２（４００４）

证券 １０４０４（９５１４） ８６２２（７０４２） ６９８１（５５２４）

信托 ６００１（６８４２） ７０５１（６６４０） ５７５０（５５２１）

其他非银金融 ８２９２（８４８２） ９５８４（８４１３） ８７２２（７１２３）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列对行的波动溢出效应，括号外的数值表示行对列的波动溢出效应；数据由作者根据统计

结果整理而得。

五、结构性去杠杆对中国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效应

（一）部门杠杆的衡量

在部门杠杆衡量方面，这里借鉴陈雨露等（２０１４）［４４］的研究结果，采用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占国
内信贷的比率来衡量金融部门杠杆ＦＬ、采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权（包括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占国内
信贷的比率来衡量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 ＮＦＬ、采用对政府部门债权占国内信贷的比率来衡量政府部
门杠杆ＧＬ。各部门杠杆都进行了季度效应调整。从各部门杠杆走势来看，金融部门杠杆在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期间出现小幅波动下降趋势，随后从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开始出现一定的上涨趋势；在受到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了持续下跌趋势；直至２０１１年历史低位后开始反转出现持续上涨趋势并在２０１７
年中达到历史新高（１７％），然后随着中国金融监管层开始实施去杠杆政策而出现持续回落至今
（１０１９％）。政府部门杠杆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期间总体保持平稳波动趋势，杠杆水平基本处于４４７％
～６８０％的波动区间，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出现持续上升趋势至今达到１３５０％，说明这５年间中国政府部
门持续加杠杆。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期间出现下降趋势，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处于震荡上
升趋势；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处于快速下降趋势，而从２０１９年至今出现了缓慢上升趋势。总体上各部门杠
杆走势各异，从近几年来看，金融部门明显处于快速去杠杆状态，政府部门处于快速加杠杆状态，而非

金融企业部门处于缓慢加杠杆状态。

（二）部门杠杆对中国房地产金融业总体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效应

在借鉴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充分考虑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增速、经济

政策工具等因素的影响，来全面分析各部门杠杆对房地产金融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效应；同时，将从

一级和三级行业层面开展实证分析，以期深入比较房地产金融波动溢出风险的行业异质性特征。模

型因变量为总体波动溢出风险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以及各行业之间的相互溢出风险，包括金融业对房地产业的波
动溢出ＪＲ＿ＴＯ＿ＦＤＣ及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波动溢出ＦＤＣ＿ＴＯ＿ＪＲ；主要自变量是各部门杠杆（金融部
门杠杆Ｆ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 ＮＦＬ及政府部门杠杆 ＧＬ）；控制变量为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ＧＥＰＵ、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ＣＮＥＰＵ①、货币政策工具（分别用广义货币Ｍ２同比、实际１年期贷款利
率ＤＫＬＬ来代表中国的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用工业增加值增速ＧＹＺＪＺ来代表经济发展。除了全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两个变量外，其他变量均采取百分比形式。这里研究时

期为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共１００个月，所有变量数据均为月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东方财
富Ｃｈｏｉｃｅ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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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模型变量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６为主要模型变量的指标说明及描述性统计。从表６可知，从一级行业来看，在整个研究时期

内金融业对房地产业的波动溢出均值略大于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波动溢出均值，但后者的波动率略

大于前者的波动率。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的最大值为 ７８４２、最小值为 １２３６、波动率高达
１６６８，说明中国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走势较为激烈，始终存在较大的溢出效应。中国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要显著大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表６　模型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总体

波动

溢出

风险

金融业对

房地产业的

波动溢出

房地产业

对金融业的

波动溢出

广义

货币

金融部门

杠杆

政府部门

杠杆

非金融

企业部门

杠杆

全球

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

中国

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

工业

增加值

增速

实际

１年期
贷款利率

均值 ４５１７９ ２３３７８ ２１８０３ １１２２４ １２５１３ ８７３２ ７８７６２ １７４８４３３８３６６７ ６８６４ ２７３３

最大值 ７８４２２ ３９２８７ ４０６２２ １６１０４ １７３９１ １３７５８ ８８７２２ ４１２６６０９７０８３２ １０４０２ ４８４８

最小值 １２３５６ ６６８３ ５６８３ ８０００ ６１６７ ３８５３ ７２３８７ ８３５３３ ４０４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０５２

标准差 １６６８３ ８０６３ ８７３７ ２４１３ ３２０２ ３４７６ ５６１５ ７０９６４ ２７４４２３ １８７３ １１５２

样本数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Ｃｈｏｉｃｅ金融终端。

２部门杠杆对房地产金融业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结果
从表７的分析结果可知，在核心自变量的影响方面，金融部门杠杆率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均对中国

房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对中国
房地产金融业总体波动溢出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控制变量的影响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对房

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并没有影响；与此相反，货币政策对房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影响非

常大：广义货币政策增速能显著提升房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而贷款实际利率水平能显著降低

房地产金融波动溢出风险。由此可知，总体上房地产金融波动溢出风险存在明显的顺周期特征，这就

要求：一方面适度降低广义货币增速并提高银行贷款实际利率将能有效抑制中国房地产金融总体波

动溢出风险；另一方面降低金融部门杠杆率，同时，提高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能有效抑制房地产金

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没有明显影响。

从一级行业互动视角来看，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将显著增加金融业对房地产业的波动溢出风险，

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上升能显著抑制金融业对房地产业的波动溢出风险，但抑制程度没有金

融部门杠杆的促进程度大。金融业对于房地产业的波动溢出风险基本不受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影响。

与此同时，金融部门杠杆率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均在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波动溢出风险上具有显著的

正向促进作用，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能显著抑制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波动溢出风险。货币政策

同样对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波动溢出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货币增速均显著增强了两者之间的

双向溢出风险，而贷款实际利率则对两者之间的双向溢出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从三级子行业的净溢出风险来看，金融部门杠杆对国有银行业、其他非银金融业的波动净溢

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证券业、信托业、房地产开发业、园区开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

的波动净溢出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股份制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波动净溢出没有明显影

响。显然，金融部门杠杆的变化对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波动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明显分化，从

影响力度来看，对国有银行业的正向影响力度最大，这主要是因为国有银行的贷款规模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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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贷款规模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从而使得其深受金融部门杠杆水平的影响。金融部门杠杆

率提升，势必使得国有银行业最为受益，其贷款规模将大幅扩张，从而加大其波动溢出效应。与

此同时，可能挤占了其他金融子行业和房地产业的贷款资源，从而对其波动溢出效应产生抑制

作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对国有银行业、其他非银金融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保险业、

证券业、房地产开发业、园区开发业、房地产服务业的波动净溢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然，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对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波动净溢出的影响与金融部门杠杆的影响基本相

反。这说明随着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的提升，房地产各子行业将能从金融业获得更多的贷款，

进而提升自身杠杆水平，从而促进了波动净溢出效应。

表７　基于总体、一级行业互动和三级子行业净溢出视角的实证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总体波动溢出风险 一级行业互动：金融业对房地产业的波动溢出

金融部门杠杆 １７７４ ０６２４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 －１５９１ －０５７２

政府部门杠杆 １８９２ ０７５２

经济发展 ０５３６ ０２２３ －０９３１ ０２０５ ０１１２ －０３１３

广义货币增速 ５０２３ ６１２３ ５１６２ ２２１１ ２６１９ ２３３３

贷款实际利率 －４６７５ －３７４１ －３５３１ －２３７４ －２０３４ －１９１４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９

Ｒ２ ０６４３ ０６５３ ０５９３ ０６１４ ０６２１ ０５９１

自变量

因变量 因变量：三级子行业波动净溢出

一级行业互动：

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波动溢出
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 保险

金融部门杠杆 １１６２ ６４３３ ２１２２ －１４９２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 －１０２５

政府部门杠杆 １１４２

经济发展 ０３２２ ０１１３ －０６２２ １１８４３ ５５０２ －４４３１

广义货币增速 ２８１４ ３５０４ ２８３８ １４５１２ －２１０３ ４５１４

贷款实际利率 －２３１５ －１７０２ －１６２４ －１７５６２ ５１３３ －６８８１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５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５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５ －０２２４ －０１３１

Ｒ２ ０６５４ ０６５９ ０５８４ ０２７４ ０２５９ ０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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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自变量
因变量：三级子行业波动净溢出

证券 信托 其他非银金融 房地产开发 园区开发 房地产服务

金融部门杠杆 －３９０３ －１５９３ ６２７４ －３３１４ －２６８７ －１８５３

经济发展 －１５０３２ －５１１２ ５９２３ －０１３４ －１７４１ ３１７４

广义货币增速 －７５８４ －１１５３ －２７１３ －５２０４ －７７４４ ７４６４

贷款实际利率 ３１１６２ ８１５２ －４２０５ ４９５２ －４０５２ －１６６６５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２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０１４４ －００３８ ０３４７ －００９５ ０２４３ －００３６

Ｒ２ ０３８３ ０１８３ ０３９１ ０１５２ ０２４１ ０４３１

自变量

因变量：三级子行业波动净溢出

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 保险 证券 信托
其他非银

金融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 －５１６３ －１９７５ ３１５４ ４４３３ ００９３ －７９９０

经济发展 １０３８２ ５１８２ －５２６２ －１４９２５ －４５４２ ６２８２

广义货币增速 １７５８４ －０６６３ ０８０４ －１１４２７ －１３９５ ４８３４

贷款实际利率 －１４５０３ ６３０４ －８７２２ ２８５４３ ７５９２ ０４９２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００４４ ０１３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９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００６６ －０２７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２ ０１９３

Ｒ２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６ ０３３５ ０４００ ０６１６ ０５４１

自变量
因变量：三级子行业波动净溢出

房地产开发 园区开发 房地产服务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 ２８２３ ２０３２

经济发展 ０５２５ －０８８７ ３２６３

广义货币增速 －７０４３ －８４４４ ５７３３

贷款实际利率 ３２７２ －５１１３ －１７８７４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０００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０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００２４ ０２９１ ００１３

Ｒ２ ０１５４ ０２２２ ０４４２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置信水平上显著；数据由作者根据统计结果整理而得。

（三）部门结构性去杠杆对中国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效应

在衡量各部门去杠杆方面，这里借鉴郭文伟（２０２０）［５２］的做法，采用ＨＰ滤波方法（ｌａｍｂｄａ＝１４４０）
将各部门杠杆分解为趋势序列 Ｔｒｅｎｄ和周期波动序列 Ｃｙｃｌｅ；去杠杆变量取值的确定参考周期波动序
列值；以金融部门杠杆为例，当其周期波动序列值Ｃｙｃｌｅ小于０时，金融部门去杠杆变量ＤＦＬ＝１，否则
取ＤＦＬ＝０，非金融部门去杠杆变量ＤＮＦＬ、政府部门去杠杆变量ＤＧＬ取值也类似处理。

从表８估计结果可知，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去杠杆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
而非金融企业部门去杠杆会显著提升房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从一级行业互动视角来看，同

样是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去杠杆均能显著抑制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双向波动溢出风险，而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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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企业部门去杠杆则显著促进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双向波动溢出风险。由此可知，实施部门结

构性去杠杆中，要重点针对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去杠杆，而保持甚至适度提升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

杆水平，从而实现对中国房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和行业双向溢出风险的有效抑制。

表８　各部门去杠杆影响房地产金融波动溢出风险的实证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总体波动溢出风险
一级行业互动：

金融业对房地产业的波动溢出

一级行业互动：

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波动溢出

金融部门去杠杆 －４．２１０ －１．９３１ －２．２６５

非金融企业部门去杠杆 ４．８８０ ２．２７２ ２．６１２

政府部门去杠杆 －３．９９１ －１．７２３ －２．２７２

Ｒ２ ０．５９１ ０．６０３ ０．５９２ ０．５９３ ０．６０１ ０．５９１ ０．５７２ ０．５８４ ０．５６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置信水平上显著；数据由作者根据统计结果整理而得。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３个房地产子行业（房地产开发、园区开发及房地产服务）和６个金融子行业（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及其他非银金融）为研究对象，采用 ＤＹ方法来测度房地产金融总体波
动溢出风险及各子行业之间的波动溢出风险，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部门杠杆、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

产金融波动溢出风险的影响效应及行业异质性特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并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房地产金融各子行业在整个研究时期内存在时变波动率，且各子行业波动程度差异较大，

行业波动率与行业资产规模成负相关性。非银金融业波动最为激烈，而银行和保险业波动率相对较

小。各子行业波动率峰值往往聚集在外部突发事件的冲击期间（２０１５年短期股灾和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
疫情）；时变波动率是行业波动溢出效应的内在根源，降低行业自身波动水平是有效防控房地产金融

波动溢出风险的内在要求。

其次，房地产金融业的总体波动净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各子行业波动更多源于自身前期波动的影

响。２０１９年以来，中国房地产金融业总体波动溢出风险持续上升至较高风险水平。国有银行业、股份
制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其他非银金融业、房地产开发业，总体上呈现出波动风险净溢出状态，而信

托业、园区开发业、房地产服务业，总体上呈现出波动风险净溢入状态。房地产金融业之间存在非对

称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整体来看，金融业对于房地产业的波动溢出效应明显小于反向的波动溢出

效应；从三级行业互动来看，国有银行业、股份制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对房地产开发业的波动溢出

明显大于对园区开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波动溢出，而信托业和其他非银金融业对园区开发业的波

动溢出明显大于对房地产开发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波动溢出。同时，房地产各子行业对国有银行业、

股份制银行业、保险业及其他非银金融业的波动溢出明显小于对其他金融子行业。因此，作为防范房

地产金融风险的重点要放在房地产业波动溢出风险上，尤其是要动态监测房地产各子行业对证券业

和信托业的波动风险传染，同时，严控国有银行业自身杠杆率及其对房地产业的贷款规模，从而来间

接抑制房地产开发业的波动溢出风险。

再次，房地产金融业受到各部门杠杆的波动溢出风险影响存在明显的不同。金融部门杠杆和政

府部门杠杆的提升会显著促进房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出风险和行业双向溢出风险的上升，而非金融

企业部门杠杆的提升会显著抑制房地产金融业总体波动溢出风险行业双向溢出风险的。由此表明，

在实施结构性去杠杆时，需要避免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要在明确具体部门杠杆变化影响房地产金融风

险溢出差异的基础上，采取差异性的部门结构性去杠杆做法。要重点实施针对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

的去杠杆，而保持甚至适度提升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水平，从而实现对中国房地产金融总体波动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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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风险和行业双向溢出风险的有效抑制。

最后，房地产金融波动溢出风险深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存在明显的顺周期特征。持续宽松的货

币政策无疑将显著促进房地产波动溢出风险的上升。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大也会明显增强房

地产波动溢出风险水平。因此，要保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避免急转弯的做法。同时，要适度降低

广义货币增速并提高银行贷款利率，通过多重有针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来有效抑制房地产金融

波动溢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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