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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化存款保险费率与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我国农村银行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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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拓展了ＦｒｅｉｘａｓａｎｄＲｏｃｈｅｔ（２００８）的理论模型，证明存款保险差别化费率机制对银
行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农村银行为研究对象，运用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某省
１１９家法人投保机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引入差别化费率设计显著降低了农村银行的风险
承担；这一作用存在异质性，对于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资产规模较大的农村银行来说，抑制作

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差别化费率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信社改制短期内对农商行

风险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结论对加强存款保险制度的早期纠正功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

及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早期纠正功能；差别化费率；银行风险承担；农信社改制

ＪＥＬ分类号：Ｇ２１，Ｇ３２，Ｇ３３，Ｃ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２４６（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４１－１９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小银行风险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不确定性及不

稳定性增加，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给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带来了挑战。如何有效识别及

防控问题银行的风险，以及风险一旦暴露应该如何妥善处置成为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明雷等，２０１９ａ）。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重要一环，在金融风险的事前预警、动态监管和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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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当中均可以发挥作用。现代存款保险制度自１９３３年于美国推出以来，其应对银行挤
兑、抵御金融危机、稳定公众信心等作用有目共睹。由于各国的制度环境及制度设计存

在差异，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制度的

推出能够有效缓解银行系统的脆弱性（ＤｉａｍｏｎｄａｎｄＤｙｂｖｉｇ，１９８３；Ａｎｇｉｎ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Ｂｏｙ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其加大了银行的风险承担。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ａｎｄＤｅｔｒａｇｉａｃｈｅ（１９９９）最早发现，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稳定有负面作
用，尤其是在银行利率管制宽松和制度环境薄弱的地区。Ｎｇａｌａｗ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ＣａｌｏｍｉｒｉｓａｎｄＪａｒｅｍｓｋｉ（２０１９）等也表明存款保险制度会激励银行冒险行为的增加，导致
风险承担显著提升。

尽管争议不断，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存款保险制度有效性受制度设计的影响。设计

不良的存款保险制度会加大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而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可以削弱道德

风险带来的不良影响（姚志勇和夏凡，２０１２）。就存款保险制度而言，防范道德风险的有
效途径是设定以风险为基础的存款保险费率，提高银行对风险成本的承担，从而降低银行

冒险经营的动机。Ｃｈｉａｒａｍｏｎ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Ｃａｍａ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指出目前在许多国家仍
然采用统一的存款保险费率，这导致相对稳健的银行补贴风险更高的银行，必然存在高风

险银行的逆向选择问题，加剧银行道德风险。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指出“风险最小化”模式的
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道德风险具有显著的防范化解作用；而“风险最小化”模式的存款保

险制度设计中的重要设定是依据银行的风险状况收取差别化费率。纪洋等（２０１８）对比
差别化费率和统一费率的制度设计，发现差别化费率更有利于危机化解。赵静和郭晔

（２０２１）、项后军和张清俊（２０２０ａ）及明雷等（２０１９ｂ）也认为差别化的存款保险费率对于降
低银行的道德风险有重要作用。徐璐和叶光亮（２０２２）更是明确提出，在存款市场竞争加
剧的环境下，差别化费率机制便利银行风险被有效定价，显著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激励

银行降低风险。而实施差别化费率的困难在于费率如何确定。如果费率过低，则存款保

险基金不足以保障破产风险；如果费率过高，则加大银行的风险承担，尤其是对中小银行

（李敏波，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年我国正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国内学者就存款保险制度的影响展开较多实证

分析。姚东等（２０１３）及王晓博等（２０１５）认为在我国引入存款保险制度能起到金融稳
定作用。赵静和郭晔（２０２１）发现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子银行的渠道进行传导，增加了
系统性风险。项后军和张清俊（２０２０ｂ）肯定了其对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作用，但同时发
现，存款保险在抑制高风险银行风险的同时，也激励了低风险银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刘

莉亚等（２０２１）进一步探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在“隐性”转为“显性”的过程中，如何从风险
承担、资产流动性以及融资成本三个路径降低银行流动性创造。此外，还有学者考虑同时

期的其他金融改革政策。王道平（２０１６）发现，在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存款保险制度
有利于抑制银行危机的发生。尹雷和卞志村（２０１６）、田国强等（２０１６）也表明，存款保险
制度的设立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平稳推进，抑制风险事件的发生。

本文所用样本为２０１５年下半年至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某省１１９家法人投保机构，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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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行，由原农信社、农合行等改制而来。农信社改制不仅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推行的节

奏相近，改制过程当中也存在道德风险和市场退出机制等问题，而且两项金融改革举措对

中小银行的业务经营与治理机制都意义重大。尤其是农信社改制，对本文选用的银行样

本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有关存款保险制度与农信社改制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谢平

（２００１）认为，改制过程中部分农信社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正常的市场风险和因经营管理能
力不足导致的坏账一并归到历史包袱，借用资金补助进行剥离；而存款保险制度对这一道

德风险有很好的化解作用。高波（２０１７）提出，农信社和农商行作为县域金融的主力军，
既是金融风险防控的重点对象，也是存款保险制度的重点考察目标，二者协同配合有利于

农商行强化内部约束，有效发挥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作用。

综上，本文与现有研究不同之处在于：首先，现有的实证研究侧重探讨存款保险这

一制度的引入与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而本文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我国存款保

险制度推出后一直不断完善，设立初期采用统一费率，逐渐过渡为现在的差别化费率，

这样的动态调整对银行的风险承担有何影响，以及在不同银行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都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其次，存款保险制度实证方面的文献大多为跨国分析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ａｎｄＤｅｔｒａｇｉａｃｈｅ，１９９９；郭晔和赵静，２０１７；尹雷和卞志村，２０１６；赵胜民
和陈?，２０１９），关于国内的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同时本文聚焦我国农村银行，研究
差别化费率机制对化解我国中小银行风险的效果。此外，已有探讨存款保险制度与其

他金融改革综合影响的研究，普遍将其与利率市场化进程相联系；而本文考虑研究样

本的特殊性，关注农信社改制与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化费率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带来的

影响。

本文可能的主要贡献为：（１）理论上扩展了ＦｒｅｉｘａｓａｎｄＲｏｃｈｅｔ（２００８）模型，证明差别
化费率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２）探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从统一费率
过渡到差别化费率的动态过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差别化费率

机制显著抑制了我国农村银行风险承担，并对风险水平较低、资产规模更大的银行抑制作

用更明显，但对村镇银行的作用相对不显著。（３）本文除验证差别化费率机制对银行风
险承担的影响，还考虑相近时期农信社改制的政策影响。研究表明，短期来看农信社改制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商行的风险承担，但差别化费率机制能缓和这一影响，在实践层面对

政策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政策背景，回顾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并不断完善的过

程。第三部分为影响机理分析，拓展ＦｒｅｉｘａｓａｎｄＲｏｃｈｅｔ（２００８）模型。第四部分至第五部
分为本文的实证设计及实证结果。第六部分进一步结合农信社改制考察对银行风险承担

的共同影响。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政策背景

我国于２０１５年５月推出《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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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推出以来，对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采用“风险最

小化”模式，要求存款保险机构“事前介入、事中接管、事后处置”，并强调早期纠正功能

（潘功胜，２０１５?；陈雨露，２０１５?）。差别化存款保险费率作为“风险最小化”模式的存款
保险制度设计中重要的一环，对发挥风险校正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宣昌能，２０１６）。
２００９年６月，ＩＡＤＩ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ＢＣＢＳ）联合发布《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

心原则》，其中明确说明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要素是差别化费率机制，通过合理设计规避

道德风险。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１４６个国家中有５２个国家采取差别化
费率?，呈现上升趋势。

与此同时，我国也陆续出台各项规定，不断探索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２０１５年我国
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初期统一适用基准费率万分之１６，每半年收取一次，由法人投保机构
缴纳。２０１６年８月，参考法人投保机构的监管评级进行保费收取，将存款保险费率划分
多档，试行差别化费率机制。２０１７年７月，进一步规定费率评级根据投保机构经营和风
险情况进行定量及定性考量，以此确定银行当年的风险评分确定适用费率，由法人投保机

构每半年上交一次。本次调整使得存款保险费率变动范围扩大，且费率档次扩大，充分体

现差异化，标志着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更加成熟。仅以政策推出时间尚不能说明我国差别

化费率机制的演进，因此本文以２０１５年下半年至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某省１１９家法人投保机
构的真实存款保险费率波动趋势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费率标准差曲线可以发现，２０１５年
下半年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采用统一费率的收取办法，因此在实施初期费率变动并不

明显，至２０１７年上半年费率标准差没有显著变动。２０１７年下半年的标准差迅速扩大四
倍左右，最大最小值差也明显扩大，说明２０１７年７月的规定使存款保险费率开始明显差
异化，进一步佐证了２０１７年下半年起，差别化率机制具有实质性改变。结合政策文件的
出台及对真实费率的分析，有理由认为２０１７年下半年我国存款保险费率体现出明显的风
险差异化。

如前所述，仅考虑差别化费率机制可能难以精确反映其政策效果，有必要联系本文所

选样本的特殊性，考虑其他重要金融改革举措的影响。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先
后提出“抓紧研究制订省联社改革方案”“推动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农信社改制步伐

加快。区域性银行经营的稳定性也值得关注。

三、差别化费率机制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框架

为考察差别化费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本文将结合模型推导、相关理论及实践，

分析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

?

?

?

《存款保险：让银行更稳健》。

《加强存款人保护，完善现代金融安全网》。

数据来源于ＩＡＤ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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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抑制银行道德风险

１两周期模型
首先，本文在ＦｒｅｉｘａｓａｎｄＲｏｃｈｅｔ（２００８）模型基础上构建差别化费率模型，分析差别化

费率机制相对固定费率对银行道德风险的抑制作用。与ＦｒｅｉｘａｓａｎｄＲｏｃｈｅｔ（２００８）模型不
同的是，本文将模型设定由固定费率拓展为差别化费率。

假设在Ｔ＝０时，银行的所有者权益为Ｅ?，银行的存款是Ｄ０，银行的贷款是Ｌ０。假定

贷款回报珘Ｌ０服从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分布：珘Ｌ０＝
Ｘ０，ｐ＝θ０
０，ｐ＝１－θ{

０

。一个合理的假定是Ｘ０＞Ｄ０，如果

Ｘ０≤Ｄ０，银行的贷款投资在概率意义下是亏损的。一个“理性”的银行当然不会做这样
的投资。当珘Ｌ０＝Ｘ０时，表明银行的贷款成功，对应的概率是θ０；当珘Ｌ０＝０时，表明银行的
贷款无法收回，投资失败，对应的概率是１－θ０。

为引入差别化费率，假定银行向存款保险机构支付的保费珘Ｐ＝
Ｐ１，ｉｆ珘Ｌ０ ＝０

Ｐ２，ｉｆ珘Ｌ０ ＝Ｘ
{

０

，其中

Ｐ１ ＞Ｐ＞Ｐ２，如果保费取常数Ｐ，则对应ＦｒｅｉｘａｓａｎｄＲｏｃｈｅｔ（２００８）原模型。
在Ｔ＝１时，银行存款到期，获得贷款回报珘Ｌ０，此时银行的清算价值为珘Ｖ１。存款人

获得偿付，偿付资金来自银行资产清算价值和存款保险基金。为简化起见，假定银行

只有贷款资产和存款负债，无风险利率（包括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被规范化为０，如表
１所示。

表１　两周期模型的资产负债表

Ｔ＝０ Ｔ＝１

资产 贷款 Ｌ０ 贷款回报 Ｌ
～
０

保费 珘Ｐ 保险支付 珘Ｓ１

负债 存款 Ｄ０ 存款 Ｄ０

所有者权益 Ｅ 清算价值 珘Ｖ１

在Ｔ＝０时，根据资产负债表有 Ｄ０ ＝Ｌ０＋珘Ｐ－Ｅ；在 Ｔ＝１时，珘Ｖ１ ＝珘Ｌ０＋珘Ｓ１－Ｄ０。
珘Ｓ１ ＝ｍａｘ（０，Ｄ０－珘Ｌ０），所以银行清算价值珘Ｖ１满足公式（１）。

珘Ｖ１ ＝Ｅ＋（珘Ｌ０－Ｌ０）＋（ｍａｘ（０，Ｄ０－珘Ｌ０）－珘Ｐ） （１）
（１）式说明，银行的清算价值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银行初始股权的价值，第二部

分是贷款的增加值，第三部分来自于存款保险。

根据以上假定，银行股东的期望收益是

Ｅ（珘Ｖ１）＝Ｅ＋（θ０Ｘ０－Ｌ０）＋（１－θ０）（Ｄ０－Ｐ１）－θ０Ｐ２ （２）

? 所有者权益在这里可以理解为银行的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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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ｕ１ ＝Ｐ１－Ｐ，ｕ２ ＝Ｐ－Ｐ２，重新整理（２）式，银行股东的期望收益是
Ｅ（珘Ｖ１）＝Ｅ＋（θ０Ｘ０－Ｌ０）＋（１－θ０）Ｄ０－Ｐ－ψ（ｕ１，ｕ２） （３）

其中，ψ（ｕ１，ｕ２）＝（１－θ０）ｕ１－θ０ｕ２，ψ（ｕ１，ｕ２）可以看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也
可以理解为监管机构对银行不合理投资的约束。（３）式反映在差别化费率机制下银行道
德风险受到抑制。因为如果银行依然铤而走险，选择那些投资成功概率较低（θ０较小），
投资回报较高（Ｘ０较大）的投资项目，银行的最终收益会降低。

当然这一约束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令ψ（ｕ１，ｕ２）＝０，可以得到θ０ ＝
ｕ１

ｕ１＋ｕ２
。

当 θ０＝θ０时，约束作用消失。当０＜θ０＜θ０时，ψ（ｕ１，ｕ２）＞０，这时银行如果进行投资，

最终贷款投资收益会降低。当θ０ ＜θ０≤１时，ψ（ｕ１，ｕ２）＜０，这也意味着，当投资成功
概率较高时，银行投资的积极性较高。同时也看到，在差别化费率的框架下，银行不会仅

仅为了追求高收益而冒险投资，而会根据收益项目投资成功的概率进行投资。可以看出，

相对于固定费率，差别化费率机制可以抑制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

２模型拓展———三周期模型
在两周期模型中，费率在 Ｔ＝０就已经确定。在初始时刻，银行在未来经营的好坏

事实上未知，因此两周期模型存缺陷。为进一步说明差别化费率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

的抑制作用，接下来建立三周期模型：假定已知在 Ｔ＝０时缴纳的保费为 Ｐ，在 Ｔ＝１
时，根据 Ｔ＝０时银行贷款的风险水平设定 Ｔ＝１时的费率，即基于风险收取差别化
费率。

如表２所示，假设在Ｔ＝０时银行的所有者权益是Ｅ，向存款保险机构支付保费Ｐ。在
Ｔ＝０和Ｔ＝１时，银行分别获得存款Ｄ０和Ｄ１，对外贷款分别为Ｌ０和Ｌ１；存款和贷款的期
限假设只有１期。为简单起见，假设珘Ｌｉ（ｉ＝０，１）仍然服从原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分布。如果Ｔ＝１和
Ｔ＝２时，银行贷款失败，将需要存款保险支付，假设为珘Ｓｊ（ｊ＝１，２）。容易知道珘Ｓｊ＝ｍａｘ（０，
Ｄｉ－珘Ｌｉ），其中ｉ和ｊ同上。假定在Ｔ＝１和Ｔ＝２时银行的清算价值为珘Ｖｊ。

在三周期模型中，经过一期的经营后，存款保险机构根据上一期银行贷款的表现，动

态调整费率。具体来说，如果上一期银行的投资失败，那么这一期就调高银行的存款保险

费率；如果上一期银行的投资成功回收，意味着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降低，对应的费率也

相应调低。因此，假定在Ｔ＝１时，银行的存款保险费率满足 珘Ｐ＝
Ｐ＋ｕ１，ｉｆ珘Ｌ０ ＝０

Ｐ－ｕ２，ｉｆ珘Ｌ０ ＝Ｘ
{

１

。

在Ｔ＝０时，根据资产负债表依然有Ｌ０＋Ｐ＝Ｄ０＋Ｅ。在Ｔ＝１时，有珘Ｌ０＋珘Ｓ１＋Ｌ１＋
珘Ｐ＝Ｄ０＋Ｄ１＋珘Ｖ１。在Ｔ＝２时，根据资产负债表有珘Ｌ１＋珘Ｓ２ ＝Ｄ１＋珘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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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周期模型的资产负债表

Ｔ＝０ Ｔ＝１ Ｔ＝２

资产 贷款 Ｌ０ 贷款回报 珘Ｌ０

保费 Ｐ 保险支付 珘Ｓ１

贷款 Ｌ１ 贷款回报 珘Ｌ１

保费 珘Ｐ 保险支付 珘Ｓ２

负债 存款 Ｄ０ 存款 Ｄ０

所有者权益 Ｅ 存款 Ｄ１ 存款 Ｄ１

清算价值 珘Ｖ１ 清算价值 珘Ｖ２

同两周期模型思想，根据资产负债间的关系，可以得到银行在Ｔ＝１期和Ｔ＝２期的清
算价值，对其分别取期望可得式（４）和式（５）。

Ｅ（珘Ｖ１）＝Ｅ＋（Ｌ１＋θ０Ｘ０－Ｌ０）＋（（１－θ０）Ｄ０－Ｐ）＋（ψ（ｕ１，ｕ２）－Ｄ１） （４）
Ｅ（珘Ｖ２）＝（Ｅ（珘Ｖ１）－Ｅ）＋（（θ１Ｘ１－Ｌ１）－（θ０Ｘ０－Ｌ０））　　　　　　　　

＋（（１－θ１）Ｄ１－（１－θ０）Ｄ０）－ψ　　　　　　　 （５）
由式（５）得，第２期银行的期望价值由四部分组成：第１期去除所有者权益后的价

值，第２期银行贷款净增加的价值，第２期存款净增加的价值，以及银行的风险收益。
因此，银行要提高第２期的期望价值，可增加贷款或吸收存款。加总银行两期的价值
得到：

Ｅ（珘Ｖ１）＋Ｅ（珘Ｖ２）＝Ｅ（珘Ｖ１）＋（Ｅ（珘Ｖ１）－Ｅ）＋（（θ１Ｘ１－Ｌ１）－（θ０Ｘ０－Ｌ０））
＋（（１－θ１）Ｄ１－（１－θ０）Ｄ０）－ψ （６）

（６）式说明，银行在决策投资项目时，需要考虑风险因子 ψ（ｕ１，ｕ２）的约束。这也
说明在三周期模型的差别化费率模型中，银行在进行投资时的道德风险依然受到

抑制。

（二）强化银行风险的早期纠正

除抑制银行的事前投资行为，主动降低道德风险外，存款保险制度的特殊性还在于能

在银行破产成为既定事实前发挥早期纠正作用。早期纠正作用的发挥与差别化费率机制

相互关联，存款保险机构通过风险监测、现场核查等方法确定银行的风险评级，尽早识别

出问题银行的指标异动及风险隐患。同时根据资本充足率等明确的定量标准，及时对风

险进行不同程度的事前干预和早期纠正，及时化解风险。在“金融监管理论”框架下，早

期纠正作为有效风险处置的“触发机制”，通过相关机构及时介入，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

概率，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此外，差别化费率机制的评级结果不仅体现了银行风险的动态变化，也通过监管部门

之间的信息共享成为微观调控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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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差别化费率机制抑制在贷款行为发生前可以抑制冒险经营动机；在贷款行为发

生后、事后风险积累甚至破产事件爆发前，有关部门可以及时纠正风险隐患，有效规避风

险恶化。据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化费率机制的实施，有助于抑制

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基于既有文献、理论分析与制度背景，本文着重考虑存款保险差别化费率机制对我国

中小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合数据的可得性，选取我国某省法人投保机构作为研究

样本。

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于２０１５年７月正式实施，保费是每半年由法人投保机构上交
一次，因此选取的样本区间为２０１５年下半年至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总共８个半年度的数
据。根据数据统计情况，剔除指标数据缺失和异常的样本，得到１１９家银行法人机构的
平衡面板数据，包括９０家农村商业银行，２９家村镇银行。本文所用银行层面的数据由
该省份监管部门提供，宏观层面控制变量（Ｍ２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来源
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市州层面 ＧＤＰ数据来源于各市州网站公布的报告，由作者手工整
理得到。

（二）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部分主要研究存款保险制度从固定费率过渡为差别化费率机制对银行风险

承担的影响。为检验这一影响，设计如下基础模型：

Ｒｉｓｋｉ，ｔ＝α０＋α１ＤＹｉ，ｔ＋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εｉ，ｔ （７）
其中，ｉ为银行，ｔ为半年度；被解释变量为银行风险承担Ｒｉｓｋ；核心解释变量为虚拟变

量ＤＹ，代表差别化费率机制是否实施；α１刻画了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化费率机制对银行风
险承担的影响；控制变量为Ｃｏｎｔｒｏｌ；μ为法人银行机构的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１被解释变量：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借鉴以往文献研究思路（郭晔和赵静，２０１７），选取 Ｚ值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

理变量。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参考潘敏和魏海瑞（２０１５）等，选取资产收益率波动
率对数值（３期窗口移动计算）、贷款拨备率（１００×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余额／各项贷款余
额）作为代理变量进行辅助回归。Ｚ值综合考量了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资本资产比等因
素，能反映银行的破产风险，Ｚ值越大代表银行承担风险越小，破产风险越低。定义
Ｚｉ，ｔ＝［ＲＯＡｉ，ｔ＋（Ｅ／Ａ）ｉ，ｔ］／σ（ＲＯＡｉ，ｔ）?。

? 其中ＲＯＡ为资产收益率，Ｅ／Ａ为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σ（ＲＯＡ）为ＲＯＡ的标准差（用３个连续时期的滚动窗
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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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实施差别化费率机制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为是否实施差别化费率这一外生事件，设置虚拟变量ＤＹ，将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至２０１７年上半年设为“０”，２０１７年下半年及以后设为“１”，设置依据如前所述。
此外，考虑到２０１６年出台的差别化费率试行办法的影响，为体现政策效果的动态变化过
程，以及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王道平（２０１６）度量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渐进性的
做法，进一步将该虚拟变量进行划分，即将２０１５年下半年至２０１６上半年设为“０”，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至２０１７年上半年设为“１”，２０１７年下半年至２０１９年上半年设为“２”，并将其定
义为ＤＹ２，用于稳健性检验。
３控制变量
本文考虑了宏观经济状况、地区发展水平及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首先，考虑到银行

经营情况会受货币政策的影响，选取货币供应量对数值（ＬＮＭ２）作为宏观层面的控制变
量。其次，考虑到选取的样本可能会受到宏观层面经济水平的影响，选取各法人投保机构

所在市州层面的ＧＤＰ增速（ＧＤＰ）作为地区经济水平的控制变量，同时还控制了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ＩＰＲ）。在银行层面，参考郭晔和赵静（２０１７）、汪莉（２０１７）及赵胜民和陈?
（２０１９）等研究，从规模、盈利性、流动性以及经营效率等方面，分别选取资产规模对数值
（ＬＮＡ）、资产利润率（净利润 ×折年系数 ／资产平均余额）、流动性比例（１００×流动性资产 ／
流动性负债）和成本收入比（１００×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可能出现的
离群值问题，本文对数据进行了缩尾（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代表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银行风险

承担

Ｚ值 Ｚ ５２９ ８２３ －０７２ ６１７５

贷款拨备率 ＬＰＲ ５４６ ２１３ ２５０ １５１８

资产收益率波动率 ＬＮＲＯＡＶ －０９１ ０９３ －３８５ ０８３

核心解释

变量

是否实施差别化

费率机制

ＤＹ ０５０ ０５０ ０ １

ＤＹ２ １２５ ０８３ ０ ２

控制

变量

资产利润率 ＲＯＡ １２４ ０８９ －０７５ ４０４

流动性比例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５６５４ ２６９３ －１１６０ １５０４８

成本收入比 ＣＯＳＴ ３８４２ １０６９ １９３５ ８２４９

资产规模对数值 ＬＮＡ １２９８ ０９５ １０９６ １５０４

货币供应量对数值 ＬＮＭ２ ６２２ ００５ ６１４ ６２８

市州层面ＧＤＰ增速 ＧＤＰ ７９３ ０７４ ５１０ ９９０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ＩＰＲ １０２５５ ２８３ ９７１０ １０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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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差别化存款保险费率和银行风险承担：基本结果

根据表４所示的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依据表４第（２）列固定效
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政策虚拟变量 ＤＹ系数为２０２且高度显著，说明差别化费率机制有
效抑制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这也与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和Ｂｅｒｇｂｒａｎ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的研究结论
相契合，说明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化费率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道德风险带来的不良影

响。项后军和张清俊（２０２０ｂ）利用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这一事件，基于全国银行样本
进行实证检验，也得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有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与本文相比虽然研究

视角有所差异，但结论相似。

关于其他控制变量，资产收益率（ＲＯ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银行的盈利水平
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这说明农村银行的风险水平与自身的盈利能力密切相关，尤其

当前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存款市场竞争加剧，农村银行等中小银行更应拓宽业务渠道，

获取新的收入来源，压缩业务成本，提高经营稳健性（徐璐和叶光亮，２０２２）。

表４　差别化费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本结果

被解释变量：Ｚ

（１）ＲＥ （２）ＦＥ （３）ＤｉｆｆＧｍｍ （４）ＳｙｓＧｍｍ

Ｌ１Ｚ － － ００６３０

（００３６９）
０２２９１

（０００６３）

ＤＹ １９１２１

（０４５２５）
２０１９８

（０４４９６）
１２２７２

（０５１０９）
０４９００

（０１０１９）

ＲＯＡ ２７５２４

（０４１２６）
２７１７４

（０４７３８）
１５４３１
（１０３９５）

２１０６２

（０１３１０）

ＣＯＳＴ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０８２）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０４６）

ＬＮＡ
０６４３４
（０４０３０）

－２３３２２
（１８５３３）

０５１２７
（４９１０４）

０５２６３

（００８５５）

ＬＮＭ２ １７１０７３

（１０２５８１）
２０６９６７

（９８５８２）
－５８５３２
（１６２２５８）

４４３０９

（２５２８２）

ＧＤＰ
－０３５５９
（０４２３５）

－０６５９３
（０４９０７）

－１４４５３
（１２２９３）

－０９２８８

（０１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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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Ｚ

（１）ＲＥ （２）ＦＥ （３）ＤｉｆｆＧｍｍ （４）ＳｙｓＧｍｍ

ＩＰＲ
－０１３３０
（０１９２０）

－０１０７７
（０１８９９）

０６４５０

（０３２３３）
０７５７２

（００４５０）

Ｒ２ ００７６１ ００７９２ － －

样本数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Ｆ检验 － ７５４ － －

ＬＭ检验 ５０２２ － － －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１４６８

［００４０２］
－ － －

Ｗａｌｄ检验 ６７３４ － ６６３９ ３８７６５７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 －
９６２２０２
［０３００３］

９６１１０２
［０３１０３］

　　注：常数项结果略去；、、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下显著；（）内为各系数的标准误；［］内为检验对
应的ｐ值，下同。

（二）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进一步考察

考虑到银行层面的数据可能有内生性的问题，前期被解释变量也可能影响当期被解

释变量，本文进一步设置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两步法分析，并设定回归方程（８）：
Ｒｉｓｋｉ，ｔ＝α０＋α１Ｒｉｓｋｉ，ｔ－１＋α２ＤＹｉ，ｔ＋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εｉ，ｔ （８）

其中，将ＤＹ设置为外生解释变量，其他控制变量视为内生解释变量，使用系统 ＧＭＭ
（Ｔｗｏｓｔｅｐ）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列于表４的（３）（４）列。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所
用工具变量有效。根据表４（４）所列系统ＧＭＭ的回归结果，Ｚ值受滞后一期影响，说明银
行的经营状况具有一定的连续性；ＤＹ系数为０４９且高度显著，表明差别化费率对银行
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抑制影响，为研究假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三）异质性分析

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差别化费率机制发挥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接下来讨论对风

险水平不同、资产规模不同、自身类型不同的银行的异质性影响。

１按风险水平分组
将样本银行按风险承担水平的均值进行排序，选取风险承担最小的３０％样本及最大

的３０％样本进行分组讨论，分别为子样本１和子样本２，结果列示于表５。
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５的（１）列和（２）列显示，低风险农村银行的 ＤＹ系数

为６０５且高度显著，高风险农村银行的ＤＹ系数明显更小且不显著。说明对原本自身风
险更小的银行来说，差别化费率机制起到的风险承担抑制作用更明显；对自身风险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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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银行来说，这一作用反而较弱。这说明存款保险制度发挥的效应依银行自身差异而

存在异质性，对自身资产质量更好、经营状况更稳健的银行来说，道德风险更能有效化解

（ＬａｅｖｅｎａｎｄＬｅｖｉｎｅ，２００９；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究其原因，对自身经营本就稳健、风险承担水平本就较小的银行来说，好的政策起到

的约束作用相当于锦上添花。在受到风险评级和差别化费率调控后，经营状况相对较好

的机构有更多渠道和手段来降低风险。对于自身经营状况存在问题的银行来说，其累积

的资产质量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得到改善；同时，监管部门对其管理和约束的可能成本本就

更高，政策效果的发挥也受更多干扰因素影响。

表５　差别化费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异质性讨论

被解释变量：Ｚ

分风险大小 分资产规模 分银行类型

（１）子样本
１：风险低

（２）子样本
２：风险高

（３）子样本
３：资产规模大

（４）子样本
４：资产规模小

（５）子样本
５：农商行

（６）子样本
６：村镇银行

ＤＹ ６０４６４

（１１８１１）
００４９０
（０２２５０）

２６２０２

（０９８４９）
１０９４６
（０８１０３）

２４９９４

（０５６７０）
０４６６６
（０８２７７）

ＲＯＡ ７１２２９

（１９１８６）
１４８１２

（０２７９９）
３３９００

（１２０１７）
２６２９７

（０６２８２）
３１１７０

（０６５２５）
２４７９８

（０５９３５）

ＣＯＳＴ
－００９０８
（０１０８６）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１００）

－０１３１１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４０１）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２２１）

ＬＮＡ
－５７７２３
（７６７６７）

０８２４５
（０６０４９）

－６１０５２
（８７３４０）

０２７４７
（２１７５１）

－７２２２９
（６２０１３）

－０７６３８
（２３０６０）

ＬＮＭ２
４８９２５０
（３２３０００）

９７６１７

（５３６１１）
１１８８３１
（２００６９０）

１９８６９８
（１９８１５８）

２９５０５４

（１５３９０３）
１２７１３６
（２２６１２５）

ＧＤＰ －３０４６１

（１４４５０）
０４７７３

（０２４５４）
－０４６５７
（１０９５５）

－００５１５
（０７７０９）

－１１９５６

（０６７０７）
０９６２５
（０６９５７）

ＩＰＲ
－０４６７５
（０６２７５）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８９７）

０１８４０
（０３６４０）

０２４２９
（０３４７９）

－０１４７７
（０２５２５）

０５１７２
（０３５９４）

Ｒ２ ０１４０７ ０３０９５ ０１１７７ ０１３３９ ００８３２ ０１５９５

样本数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９０ ２９

Ｆ检验 ８６３ １３５６ ２２９ ６１０ ５５８ ７０３

２按银行资产规模分组
考虑银行经营行为和破产风险受资产规模影响而存在差异，我们基于样本资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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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均值进行排序，选取前３０％和后３０％，形成子样本３和子样本４，讨论差别化费率机
制对资产规模不同的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性影响。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列示于

表５。
如表５的（３）列和（４）列所示，子样本３的ＤＹ系数为２６２，子样本４的ＤＹ系数不显

著。这说明对资产规模相对较少的银行，差别化费率机制起到的风险承担抑制作用不明

显。本文的实证结果倾向于资产规模更大的银行具备更强的风险抵抗能力，风险承担水

平相对较低。

３按银行类型分组
本文所用样本主要涉及农村商业银行及村镇银行，二者在服务定位上都主要是为当

地提供“三农”支持和小微支持，但在经营模式和资产规模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农商行

是由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而来，并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设立分行及分支

机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低、控股权较集中，且多设立在县域层面，辐射范围小。因此，基

于样本中银行类型的可分性及样本自身差异，将１１９个样本进行分组回归，两个子样本中
分别有９０家农商行和２９家村镇银行，即子样本５和子样本６，讨论差别化存款保险费率
对农商行和村镇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列示于表５。

由表５的（５）列和（６）列可以看出，农商行样本 ＤＹ变量的系数为２５０且高度显著；
村镇银行样本ＤＹ变量不显著。这说明，差别化费率机制对村镇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
用有限。郭妍和韩庆潇（２０１９）也指出，农商行可以通过规模调整实现盈利水平、支农效
率和经营风险之间的最优平衡；比较而言，村镇银行在经营规模上则相对受限。除此之

外，在经营模式方面，农商行的治理机制相对完善；在风险分散方面，村镇银行分支机构较

少，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

（四）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解释变量
为体现政策实施的渐变过程，本文将差别化费率这一虚拟变量替换为 ＤＹ２，结果与

前文结论一致。

２替换被解释变量
参考潘敏和魏海瑞（２０１５）等，采用资产收益率波动率 （ＬＮＲＯＡＶ）及贷款拨备率

（ＬＰＲ）对银行风险承担进行衡量，各控制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也基本一致，结果较为
稳健。

３将政策时间滞后一期
考虑政策效果可能会受到实施时间的滞后影响，以及为克服内生性问题，参照类似研

究（王道平，２０１６），在政策变量设置上将政策实施时间推后一期作为时间虚拟变量的分
割点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基本一致。

４进一步控制时间效应
本文在原有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还尝试同时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同时使用替

代变量贷款拨备率（ＬＰＲ）作为进一步验证，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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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农信社改制和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共同影响

（一）模型设计

考虑本文所用样本的实际情况，农信社改制与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式推出和不断完善

的时间节奏相近，为检验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是否受农信社改制影

响，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二者的综合效应。截至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样本所含９０家农商行中，
有５３家农商行是自２０１５年下半年以来由农信社改制而来。因此，为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因素的干扰，进一步验证实证结论的稳健性，即考察存款保险差别化费率机制联合农信社

改制对农商行风险承担水平的综合影响，本文设置模型（９）和模型（１０）：
Ｒｉｓｋｉ，ｔ＝α０＋α１Ｒｅｆｏｒｍｉ，ｔ＋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εｉ，ｔ （９）

Ｒｉｓｋｉ，ｔ＝α０＋α１Ｒｅｆｏｒｍｉ，ｔ＋α２ＤＹｉ，ｔ＋α３Ｒｅｆｏｒｍｉ，ｔ×ＤＹｉ，ｔ＋α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εｉ，ｔ（１０）
式（９）中，ｉ为银行，ｔ为半年度；被解释变量为银行风险承担Ｒｉｓｋ；核心解释变量为虚

拟变量Ｒｅｆｏｒｍ，代表样本银行是否实施了农信社改制；α１刻画的是农信社改制对农商行
风险承担的影响；控制变量为Ｃｏｎｔｒｏｌ；μ为银行机构的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式（１０）
中引入交互项Ｒｅｆｏｒｍ×ＤＹ，研究农信社改制及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化费率机制对银行风险
承担的共同作用。

（二）变量选取及定义

被解释变量依然为Ｚ值，控制变量的选取也保持一致。关于虚拟变量 Ｒｅｆｏｒｍ，设置
依据为样本是否在该半年度由农信社改制而来，是则设置为“１”，如果否则设置为“０”。
改制时间的判断以工商执照注册时间为依据。考虑到改制事件对银行产生的影响存在滞

后，设置改制时间的虚拟变量时将其滞后一期。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模型（９）进行回归，简要分析农信社改制单一外生事件对农商行风险承担
的影响。从表６（２）列中 ＦＥ回归结果来看，ＬＲｅｆｏｒ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信社改制
在短期来看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短期来看，银行化改制是农信社剥离不良资产、

完善治理机制的规范化改革，但改制过程中，不良资产的清收可能会引致新的道德风

险，埋下风险隐患，不利于改制后的可持续发展。改制的另一重头戏即完善股权结构、

规范治理体系，从目前来看农商行的法人治理也还没有完全将制衡机制及激励约束机

制融入日常经营，与有效公司治理机制还有差距。当然，该结论也可能与只使用一省

样本有关。

对应模型（１０），表６的（３）列考虑了农信社改制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化费率机制
的交互作用。ＬＲｅｆｏｒｍ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但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农信社改制虽然
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但当同时考虑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化费率机制的推出，二者的综合

影响是抑制银行的风险承担。这一方面说明差别化费率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

依然显著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农信社改制短期内加大了银行体系风险，但基于风险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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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化费率机制能够抑制这一影响，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

表６　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与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化费率的共同影响

被解释变量：Ｚ

农信社改制 农信社改制与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化费率

（１）ＲＥ （２）ＦＥ （３）ＲＥ （４）ＦＥ

ＬＲｅｆｏｒｍ －２６６９７

（１２５６１）
－３１７３８

（１０２３０）
－２７５１６

（０９６２８）
－３１３９５

（１０２９８）

ＤＹ － － －２０６８５

（１０４５９）
－１３５４５
（１０８３７）

ＬＲｅｆｏｒｍ×ＤＹ － － ３７６１２

（１１８３２）
３３８３９

（１２７５６）

ＲＯＡ ２２０１３

（０５００６）
１８５４５

（０３８４４）
２２３６１

（０４３９８）
１９２６１

（０３８７８）

ＣＯＳＴ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５８０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４６５）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２６９
（００１６３）

ＬＮＡ
０９１４６
（０８２４４）

－３６７７８
（５４６４１）

０９６０２
（１２０２０）

－５５４２１
（５６００６）

ＬＮＭ２ ２３２９７５

（１１８６１７）
２９６２８７

（１３９１１２）
４２３８０
（１１１０７２）

１０８０１１
（１４０６６６）

ＧＤＰ －１４５３０

（０４９４６）
－１８７６０

（０８８１７）
－１６９３５

（０６８１８）
－２２５０９

（０９１６７）

ＩＰＲ ０５０３４

（０２２５４）
０６２４５

（０２９３３）
０５５３０

（０２５４２）
０６９９１

（０３０４３）

Ｒ２ ０１２０２ ０１２３４ ０１２６２ ０１３０４

样本数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Ｆ检验 － ６３７ － ５５９

ＬＭ检验 １１８１７ － １２０２４ －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４５２１

［０００００］
－ １７９９

［００３５２］
－

Ｗａｌｄ检验 ８０６４ － ４８５５ －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考虑政策变量滞后一期的同时用资产收益率波

动率（ＬＮＲＯＡＶ）刻画银行风险承担，回归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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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某省１１９家农村银行为研究样本，考虑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化费
率对我国中小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然后进一步结合农信社改制，考察两项金融改革举措

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１）存款保险制度差别化费率对银行风险承担
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２）差别化存款保险费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这一影响存在异质性，
对于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来说，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对村镇银行

作用有限；（３）差别化费率机制对农信社改制中存在的某些负面影响有抑制作用，二者的
综合影响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首先，通过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设计，可以更大

限度地发挥其稳定银行体系的作用。建议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早期纠正功能，提高存

款保险制度在金融风险事前处置中的有效性，降低风险处置成本，防范金融风险传染与扩

散。注重市场化处置机制，可要求机构及时补充资本、控制风险业务扩张、如有重大违规

行为调高费率等，实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其次，统筹发展与安全，注重防范

区域性金融风险。小型银行同质化高，区域性金融风险虽然破坏性不强，但具有较强的传

染性。建议加强对小型银行、高风险银行的事前风险预警及动态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并整

改，避免风险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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