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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冲击下的涉农信用风险
———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２５６家农村金融机构的实证研究

刘　波　王修华　李明贤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湖南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７９）

摘　要：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经济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分析

了气候变化引发涉农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２５６家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数据为样

本，将标准化后的年均气温作为刻画气候变化程度的核心指标，评估农村金融机构所在县域地理

单元的气候变化程度对其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年均气温波动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

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且影响呈现阶段性特征；在４个季度中，冬季气温的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最

为突出；虽然城商行与农商行、村镇银行均是立足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商业银行，但由于城商行

的业务在地域上和行业上更为分散，气候变化未对其信用风险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为此，提出了

开展压力测试、实施差异化监管和创新风险缓释工具三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本文为管理由气候变

化导致的涉农信用风险提供了政策启示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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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全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经济社

会稳定形成了巨大冲击。《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２０２０》指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
区，年平均气温在１９５１－２０１９年期间升高了０２４℃，增温速率显著高于全球同期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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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保持当前增速，中国将变得更加炎热和潮湿，类似于

１９８０年“五十年一遇”的强降水概率也会迅速上升，到２０３０年将增长２～３倍，到２０５０年
将增长３～６倍。为了稳定气候、预防损失扩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迫在眉睫。２０２０年
９月２２日，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２０３０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２０６０年前实现
碳中和”。瑞士再保险（Ｓｗｉｓｓ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的压力测试表明，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到２０５０
年全球经济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将达到ＧＤＰ的１８％，亚洲经济体将面临最为严重的冲
击，中国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将高达ＧＤＰ的２４％。《２０２０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全球
未来１０年的前五大风险均与环境相关，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被认为是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频发的极端气象灾害会导致实物资产损失、危及生命健康安全，保

险理赔额度、信用风险敞口也会随之增加，以至于危及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

要深入研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王信，２０２１）。
当前，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组织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金融机构也应积极通过环境风

险分析主动评估和管理相关风险?。虽然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存在系统性影响，但众多

金融机构并未足够重视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马骏，２０１８）。在短期内，气候变化趋
势难以逆转，如果金融机构未对自身面临的转型风险与物理风险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

风险管理措施，有可能造成经营决策失误和财产损失。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气候变化对

商业银行的影响是首当其冲的，环保标准提高、排污连带责任、声誉风险、抵押物受损等都

会增加商业银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然而，商业银行的类型不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

风险也有所不同。对于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贷款配置在行业、

地域上较为分散，气候变化对其的负面冲击有限。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

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定位于服务“三农”，资产业务主要以信贷为主，且高度集中于

县域地理单元与“三农”相关的领域。相比于其他行业，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将更为广

泛和深刻。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地改变了中国气候的时空格局，虽然总体产量增加，但气象

产量仍表现为减产的趋势，气候变化的强烈波动性遏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潘

根兴等，２０１１ａ）。因此，对于业务在行业上、地域上更为集中于“三农”领域的农村金融机
构，其风险水平更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鉴于此，评估气候变化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冲击程

度，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对气候风险的重视程度，为其制定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依

据，还能够为金融监管部门设计和调整监管政策提供参考，因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有两个方面：（１）现有文献主要通过定性分析研究气候变化对
涉农信用风险的影响，本文在综合气候变化、农业发展和气候金融三方面文献的基础上，

提出了“气候变化—农业发展不确定性—涉农信用风险”的传导机制，并结合农村金融机

构的经营地域范围和所服务的主要行业，给出了定量研究的实证方案。（２）本文通过实
证研究明确了气候变化对涉农信用风险的冲击方向及程度，不仅为定性研究提供了经验

证据，同时也为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对气候变化冲击提供了决策依据。

? 《易纲行长在２０２１金融街论坛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会议上的视频发言》，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ｂｃ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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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为：第二部分回顾气候变化与金融风险、涉农信用风险的研究进

展；第三部分归纳气候变化引发涉农信用风险的作用机制，设计研究方案，并构建实证模

型；第四部分以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数据，及其所在县域地理单元的气象数据和宏观经济

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总结全

文，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主题属于“气候金融”的范畴，气候金融是近年来金融学领域兴起的一个

新兴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气候变化如何影响金融风险管理、投资者对气候风险的认知和态

度、气候风险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等（陈雨露，２０２０；Ｈｏｎｇ等，２０２０；陈国进等，２０２１）。本部
分首先从一般性的角度回顾气候变化对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再总结气候变化作用于涉

农信用风险的研究进展。

（一）气候变化与金融风险

诺德豪斯（Ｎｏｒｄｈａｕｓ）作为研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问题的先驱，为研究气候变化
引起的物理变化与实体经济的交互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１９７７）。自诺德豪斯
的开创性工作开始，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全球金融

稳定报告２０１９》将气候变化作用于金融风险的机制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气候变化会增
加气候风险，增加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暴露，在气象灾害的冲击下，银行、证券、保险等

金融机构会不同程度地受损。其次，如果气候变化得不到有效控制，频发的气象灾害会直

接增加金融机构的损失，或者通过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间接地提升金融机构的

风险（王修华等，２０２１）。从风险的来源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主要有两类：转型风险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Ｒｉｓｋ）与物理风险（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ｉｓｋ）（马骏，２０１８；王信，２０２１）。转型风险又称减
排风险，是由政府调整减排政策、技术换代升级引致的风险，为了控制气候变化，必然会限

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发展清洁能源、提高环保技术标准，碳排放高的行业将面临

下行风险（中国工商银行环境因素压力测试课题组，２０１６）。物理风险是未能有效控制气
候变化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气候暖化会增加野火、热浪、热带气旋、干旱、洪水等极端气

象灾害的频率与强度，直接导致生命健康受损、死亡率上升（Ｌｏｂ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Ｌ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农作物减产、危及粮食安全（ＯｌｅｓｅｎａｎｄＢｉｎｄｉ，２００２；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Ｈｓ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损毁公共基础设施、中断交通，以及与天气有关的财产破坏等问题（Ｓａｍｐｓｏｎ，
２０１７）。

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高度杠杆化的金融机构会放大气候变化对实体经济、金融市场的

冲击，从而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Ａｄｒ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首先，气候变化会增加气象灾害
的频率与强度，高频率和高强度的气象灾害会直接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性（Ｆａｂｒｉｓ，
２０２０）。热带气旋、洪涝灾害、野火会影响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预期，对与气候相关的金
融风险的认知也会调整，金融资产的定价策略也会随之改变（Ｃｌａｙ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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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气候变化会增加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传递和放大风险事件的冲击。气候变化带来的风

险敞口不明确，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认知有限，如何核算与气

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的会计准则并未明确，抵押品所在的地点、企业在供应链中的位置

并未准确披露（Ｃ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由于气候变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投资者可能会低估与
气候相关的风险，从而导致投资者过度加杠杆或者引发资产价格泡沫（Ｈ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与借款人的违约率高度相关，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方案的设
计中，需要将气候变化作为主要的冲击事件（Ｂｏｒｏｓ，２０２０；谭林和高佳琳，２０２０）。

（二）气候变化与涉农信用风险

在气候变化的冲击下，农业发展既存在转型风险，又面临物理风险。农业生产排放的

甲烷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甲烷已经成为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

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１／５，从单位质量增温潜势（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ＷＰ）来看，甲烷的增温潜势是二氧化碳的２５倍左右（Ｓｔｅｉ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联合国粮
农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总量中，有四分之一的排放量来自于农

业生产和土地利用，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业生产的碳排放总量约为亚洲农业碳排放总量的
２９０１％，占世界总量的１２５４％，控制农业生产形成的碳排放已成为中国践行《巴黎协
定》减排承诺的重要一环（田成诗和陈雨，２０２１）。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农业生产能够中
和温室气体，农业生产排放的温室气体可以由农业生态系统中和８０％，中国的农作物每
年约中和２２８亿吨二氧化碳（金书秦等，２０２１）。鉴于此，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
于物理风险。

物理风险演变成涉农信用风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气候暖化引致的极端气象灾害

会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抵押品减值或者灭失；二是气候变化会对农业生产条件产生

不利影响，使得贷款项目的收益低于预期（Ｋｌｏｍｐ，２０１４）。两种方式均会增加农户或者企
业的违约风险，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水平。在极端气象灾害的冲击下，银行可能

会惜贷，从而导致融资市场的流动性不足（Ｈｏｓｏ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市场流动性不足会进一
步加剧农户或者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灾后重建、恢复生产难以进行，进一步提高违约概

率（Ｎｏｙ，２００９）。气候变化改变了光资源、温度、土壤质量和水环境等农业生产条件（潘根
兴等，２０１１ａ），生产条件的改变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收益，如果收益难以覆盖运营成本和财
务费用，同样会增加农户或者企业的违约概率。在物理风险的冲击下，保险产品为农户或

者企业提供了避险工具。然而，气候变化的速度呈加快趋势，历史数据不断被刷新，极端

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程度不断提升，增加了对极端气象灾害的预测以及评估损失的难度

（Ｓｃｏ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７；陈国进等，２０２１）。一方面会导致保险公司低估极端气象灾害的发生
频率及其带来的损失，在资本金不充足的条件下，气象灾害可能会引发流动性风险，甚至

演变成系统性金融风险（ＦｒｅｎｃｈａｎｄＶｉｔａｌ，２０１５）。另一方面，由于承保极端气象灾害损害
了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保险公司会减少灾害保险供给，不仅会影响灾后重建，还会放大

银行体系的风险（ＧａｒｍａｉｓｅａｎｄＭｏｓｋｏｗｉｔｚ，２００９）。
已有文献明晰了气候变化作用于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金融风险的机制（Ｍｌｌｍａｎ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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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２０２０），但较为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鉴于此，本文以农村金融机构为研究对象，搜集
并整理不良贷款比例等财务指标，以及所在地理单元的气温、降水量和宏观层面的数据，

量化气候变化对信用风险的冲击方向及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传导机制与研究思路

农村金融机构主要面向农业领域开展业务，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高度依赖于气候条

件，气候变化增加了农业产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将风险传递给农村金融机构，具体可以归

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增加了气象灾害的频率与强度，气象灾害不仅会导致农作物

减产绝收、抵押物损毁与借款人死亡，还可能造成农产品供应链中断、订单违约；二是气候

变化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加剧了热量资源与降水量的分布不均，通过影响土壤条

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增加农业病、虫、草害的频次与强度，使得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

低于预期。受此影响，气候变化加剧了农业产出的波动，从而提升与农业相关的信用风险

水平，即气候变化影响涉农信用风险的路径可以归纳为“气候变化—农业发展不确定

性—涉农信用风险”。

图１　１９００－２０２０年全球平均气温与干旱、洪水灾害频数
数据来源：ｗｗｗｅｍｄａｔｂｅ，ＧＩＳ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ＩＳＴＥＭＰｖ４）。

年均气温是衡量气候变化的主要指标，图１中列示了１９００－２０２０年期间的全球平均
气温与气象灾害发生频数。自１９００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增加了约１℃；自１９６０年起，干
旱、洪水的发生次数与全球平均气温的正相关性开始凸显。研究表明，在短期内，极端高

温会通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劳动、化肥等投入要素，对农业土地产出价值形成负面

冲击；从长期来看，即使考虑人类的适应性行为，未来气候变化仍将导致中国农业部门蒙

受巨大的经济损失（ＣｈｅｎａｎｄＧｏｎｇ，２０２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期间，农作物受灾面积累计１０５万亿公顷，其中绝收累计１２８３万公顷；因洪涝和地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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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累计１０７万亿元，因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７５４亿元，因低温冷
冻、雪灾与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累计１０９５亿元。展望未来，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的气候变化存在三大趋势：一是气温总体升高、日照时数总体减少，二是气候波动性增强、

极端性天气事件增加，三是气候变化的区域变异加大、农业生产能力的区域差异趋向扩大

（潘根兴等，２０１１ｂ）。因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气候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农业
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鉴于此，本文以年均气温为基础，构造刻画气候变化程度的量化指标。为了使研究更

具针对性，本文以农商行、村镇银行为研究对象（以下将农商行、村镇银行统称为“农村金

融机构”）。之所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农村金融机构以服务

“三农”为使命，资产业务主要以信贷业务为主，信用风险是其面临的主要风险，在“两个

不低于”的约束下，信贷主要投放于“三农”领域，能够完整地呈现“气候变化—农业发展

不确定性—涉农信用风险”的逻辑链条。其次，农村金融机构不能跨区域经营，业务在地

理分布上更为集中，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气候变化对涉农金融风险的影响。相应地，本文

的实证研究分为两个层次：首先，以农村金融机构为对象，量化分析气候变化对其信用风

险的冲击方向及程度；其次，将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作为对照组，通过分组

回归，分析气候变化对信用风险的影响是否会因业务分布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按照变量的所属类别，具体的界定方式如下：

１被解释变量
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水平以不良贷款比例为量化指标，为了提升样本数据的质

量，一方面综合了国泰安、同花顺ｉＦｉｎＤ、Ｗｉｎｄ等数据库的银行财务数据，另一方面仅保留
了观测期在３期及以上的农村金融机构。
２解释变量
年均气温（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是刻画气候变化的主要指标，年均气温源自“ＧＩＳＳ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４）”的站点观测数据，先使用反向距离加权（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ＤＷ）将不规则的站点插值到规则的网格上，然后再分区域汇总统计年均气温。
相比于气温的绝对值，本文更为关注气温的波动程度。气温的绝对值会随经纬度、地形、

坡度等指标的变动而改变，为了使得县域地理单元之间的气温波动具有横向可比性，需要

将气温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标准化是无量纲化的常用方式，标准化年均气温既能满

足横向可比的要求，又能刻画气温的波动程度（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首先，按农村金融机构所在的县域地理单元，分别求年均气温的历史均值与标准差

（ＭＷｔｅｍｐｉｔ ＝∑
Ｗ

ｋ＝１
ｔｅｍｐｉｔ－ｋ／Ｗ，ＳＤ

Ｗ
ｔｅｍｐｉｔ ＝ ∑Ｗ

ｋ＝１
（ｔｅｍｐｉｔ－ｋ－Ｍ

Ｗ
ｔｅｍｐｉｔ）[ ]２{ }／Ｗ １／２

，Ｗ为滞后期

窗宽）。其次，计算年均气温的波动程度（ｔｅｍｐＷｉｔ ＝ ｔｅｍｐｉｔ－Ｍ
Ｗ
ｔｅｍｐ

[ ]
ｉｔ
／ＳＤＷｔｅｍｐｉｔ）。滞后期的

窗宽长度会影响均值和标准差的估计值，窗宽拟设定为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４０年和５０
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为了识别季节气温波动对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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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的影响，有必要分季节量化气温的波动，季节平均气温的标准化方式与上述方法

一致。对标准化后的年均气温和季度平均气温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由方差和均值的数值

可知，随着窗宽长度的增加，标准化年均气温的分布函数逐步向右平移，且分布不断集中；

在四个季节中，冬季的气温波动范围最大。在样本期间，年均气温大于历史均值的概率相

对较大，气候暖化的趋势较为明显。在现实中，五十年一遇或者百年一遇的气象波动更受

关注，在样本数据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将滞后期窗宽设定为５０年。在实证研究中，主要以
窗宽为５０年的标准化年均气温为核心解释变量，为了增加估计结果的可信度，同时也列
示窗宽为１０年和３０年的估计结果。

诸多研究表明，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与气
温、降水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张新悦等，２０２１），植被指数兼具气温与降水量的信息，可
以用于量化气候变化程度（Ｍｌｌ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鉴于此，在稳健性检验中，以１ｋｍ年
度、季度归一化植被指数和生长季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ＧＳ）为基础?，构建气候变化指
标。在１９９８－２０１９年期间，年均气温与年度归一化植被指数的相关系数为０２４９４，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不为０，将归一化植被指数作为量化气候变化的指标具有较好的现
实基础。在稳健性检验中，拟将标准化之后的年度、季度以及生长季ＮＤＶＩ作为刻画气候
变化程度的核心解释变量。

３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农村金融机构所在县域地理单元的年降水量，二是来自

农村金融机构的微观控制变量，三是来自农村金融机构所在县域地理单元的宏观控制变

量。降水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因而降水量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控
制变量，年降水量同样源自“ＧＩＳ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４）”的站点观测数据，并
采用与年均气温相同的处理方法和标准化方式。农村金融机构层面的微观控制变量同样

综合了国泰安、同花顺ｉＦｉｎＤ、Ｗｉｎｄ等数据库的银行财务数据，主要从流动性、安全性与盈
利性，以及资产规模与结构、收入结构等方面选取，具体包括存贷款比例、拨备覆盖率、杠

杆倍数、总资产报酬率、贷款占比、利息收入占比和资产规模。考虑到信用风险存在累积

和消化问题，故将时间趋势项也作为控制变量。宏观控制变量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环

境状况方面选取，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拟采用人均ＧＤＰ，但由于可获取的数据有限，故采用
夜间灯光亮度?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环境因素是影响农业产出的重要因素，

１９９９年以来，因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美国的黄豆、玉米产值每年增加约 ５０亿美元
（ＬｏｂｅｌｌａｎｄＢｕｒｎｅｙ，２０２１），本文以ＰＭ２５作为衡量空气质量的指标?。

?

?

?

徐新良中国年度植被指数（ＮＤＶＩ）空间分布数据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数据注册与出版
系统（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ＤＯＩ），２０１８

数据来源：Ａ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０－２０１８）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ＮＰＰ－ＶＩＩＲＳ－ｌｉｋｅ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ｌｉｇｈｔｄａｔａ（ｈｔｔｐｓ：／／
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７９１０／ＤＶＮ／ＹＧＩＶＣＤ）。

数据来源：Ｇｌｏｂａｌ（ＧＬ）ＡｎｎｕａｌＰＭ２５ＧｒｉｄｓｆｒｏｍＭＯＤＩＳ，ＭＩＳＲａｎｄＳｅａＷｉＦＳＡｅｒｏｓｏ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ＡＯＤ）ｗｉｔｈ

ＧＷＲ，ｖ４０３（１９９８－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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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变量的具体定义方式如表１所示，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在农商行改制的过
程中，少数财务指标的取值可能会出现异常值，鉴于此，将包含不良贷款率指标在内的财

务数据做缩尾处理，缩尾的分位点为１％、９９％。经过数据清洗，样本共包含２５６家农村
金融机构，其中农商行２４９家，村镇银行７家，样本共计１６１３个观测值。样本农村金融机
构覆及２６个省市自治区、１２８个地级市、２５１个县级行政单位，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１　变量的定义与取值

类别 符号 变量 定义方式

被解释变量 ＮＰＬＲ 不良贷款比例 不良贷款余额／贷款余额，单位：％

解释变量 ｔｅｍｐＷ 气温波动程度 标准化年均气温（滞后期窗宽Ｗ为５０年）

控制

变量

ｐｒｅｃＷ 降水量波动程度 标准化年降水量（滞后期窗宽Ｗ为５０年）

ＬＤＲ 存贷款比例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单位：％

ＰＣＲ 拨备覆盖率 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余额，单位：％

ＬＥＶ 杠杆倍数 资产总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ＲＯＡ 总资产报酬率 利润总额／总资产，单位：％

ＬＡ 贷款占比 贷款余额／总资产，单位：％

ＩＲＲ 利息收入占比 净利息收入／营业收入，单位：％

ｌｎｓｉｚｅ 资产规模 总资产的对数值

ｔｒｅｎｄ 时间趋势项 ２０１０年为１，２０１１年为２，以此类推

ｌｎｌｉｇｈｔｓ 夜间灯光亮度 县域范围内光点均值的对数值

ｌｎＰＭ２５ ＰＭ２５ 县域范围内ＰＭ２５均值的对数值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ＮＰＬＲ １，６１３ ２０９０１ １２０８２ ０４８００ ８７０００

ｔｅｍｐＷ １，６１３ １３２０８ ０７５３７ －９６３３７ ４０８６２

ｐｒｅｃＷ １，６１３ １６０９５ ０４５２１ ０２６１９ ３０８７０

ＬＤＲ １，６１３ ６８７８０２ １２１０７２ ４７３９５１ １３５５９０７

ＰＣＲ １，６１３ ２３１３６０６ １６４３５７４ ２５２００ ８４４７４００

ＬＥＶ １，６１３ １２８２７１ ３２５９９ ６５５５７ ２４０８０１

ＲＯＡ １，６１３ １４３３７ ０６４３０ ０１８４７ ３８６２２

ＬＡ １，６１３ ５３７８０４ ９２７５４ ２９６５８４ ８３５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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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ＲＲ １，６１３ ７６２８０３ ２０５９２１ １１２８９７ １０１１９４１

ｌｎｓｉｚｅ １，６１３ ２３９５５２ １０７９１ １９６３９２ ２７６６０４

ｔｒｅｎｄ １，６１３ ６６６１５ ２３７６６ １ １０

ｌｎｌｉｇｈｔｓ １，６１３ ０５６７５ １６７４０ －６２５７５ ４０６７４

ｌｎＰＭ２５ １，６１３ ３７９４６ ０３１３７ ２６０６０ ４５９８７

（三）实证模型

按照本文设定的研究目标，基准模型如式（１）所示：
ＮＰＬＲｉｔ＝ｃ＋αｔｅｍｐ

Ｗ
ｉｔ＋βｐｒｅｃ

Ｗ
ｉｔ＋δＸ

ｍｉｃ
ｉｔ ＋γＸ

ｍａｃ
ｉｔ ＋ξｉｔ （１）

其中，微观控制变量 Ｘｍｉｃｉｔ ＝［ＬＤＲｉｔ，ＰＣＲｉｔ，ＬＥＶｉｔ，ＲＯＡｉｔ，ＬＡｉｔ，ＩＲＲｉｔ，ｌｎｓｉｚｅｉｔ，ｔｒｅｎｄｔ］，

宏观控制变量 Ｘｍａｃｉｔ ＝［ｌｎｌｉｇｈｔｓｉｔ，ｌｎＰＭ２５］。农村金融机构所在的县域地理单元有其特
殊性，县域之间的土壤结构、地形地貌、农产品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等指标均不尽相

同，但此类指标在时间维度上相对稳定。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以非上市公司为主，股权

构成、公司治理模式等方面也相对稳定。鉴于此，拟将基准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

在考虑年度气温波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年度气温波动细化为季度气温波动，具体如

式（２）所示：

ＮＰＬＲｉｔ＝ｃ＋∑４

ｑ＝１
αｑｔｅｍｐ

Ｗ
ｑ，ｉｔ＋∑４

ｑ＝１
βｑｐｒｅｃ

Ｗ
ｑ，ｉｔ＋δＸ

ｍｉｃ
ｉｔ ＋γＸ

ｍａｃ
ｉｔ ＋ξｉｔ （２）

在气温波动的过程中，波动方向或正或负，且波动的幅度高低不一，气温波动的方向

和幅度不同，对信用风险的冲击程度亦有所不同。为了识别出气温波动对信用风险冲击

的异质性，进一步将线性模型调整为非参数回归模型，即假设不良贷款比例的决定函数为

ＮＰＬＲｉｔ＝ｆ（ｔｅｍｐ
Ｗ
ｉｔ，ｐｒｃｅ

Ｗ
ｉｔ，Ｘ

ｍｉｃ
ｉｔ，Ｘ

ｍａｃ
ｉｔ），具体如式（３）－（４）所示。

ＮＰＬＲｉｔ＝ｆ（ｔｅｍｐ
Ｗ
ｉｔ）＋ｆ（ｐｒｅｃ

Ｗ
ｉｔ）＋ｆ（Ｘ

ｍｉｃ
ｉｔ）＋ｆ（Ｘ

ｍａｃ
ｉｔ）＋ξｉｔ （３）

ＮＰＬＲｉｔ＝∑４

ｑ＝１
ｆ（ｔｅｍｐＷｑ，ｉｔ）＋∑４

ｑ＝１
ｆ（ｐｒｅｃＷｑ，ｉｔ）＋ｆ（Ｘ

ｍｉｃ
ｉｔ）＋ｆ（Ｘ

ｍａｃ
ｉｔ）＋ξｉｔ （４）

在估 计 非 参 数 模 型 的 基 础 上，通 过 观 察 ｔｅｍｐＷｉｔ 与 均 值 函 数

ｆ（ＮＰＬＲｉｔ ｔｅｍｐＷｉｔ，ｐｒｃｅ
Ｗ
ｉｔ，珔Ｘ

ｍｉｃ
ｉｔ，珔Ｘ

ｍａｃ
ｉｔ）的对应关系，识别出气温波动对信用风险的非线性影

响。在中国银行业体系中，城商行与农商行、村镇银行均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商业银

行，但城商行的业务覆盖地域更广，服务的行业更为多样，农商行、村镇银行在业务覆及范

围与服务的行业种类上则相对单一，因而有必要将城商行与农商行、村镇银行进行对比研

究，在分组回归的基础上，通过基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的组间差异检验（连玉君等，２０１０），分
析气温波动对两类商业银行的冲击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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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研究

（一）基准模型的估计

以式（１）为基础，结合样本数据进行豪斯曼检验，豪斯曼检验表明固定效应优于随机
效应，故将基准模型设定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表３中同时列示了仅将标准化年均气温
和年降水量作为自变量的估计结果，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

接近。由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在１％的水平上，标准化年均气温、拨备覆盖率、总资
产报酬率、利息收入占比、资产规模与时间趋势项均对不良贷款比例存在显著影响；在

５％的水平上，资产结构也对不良贷款比例存在显著影响；且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不因滞
后期窗宽的不同而改变。具体来看，以近５０年的年均气温为参照，年均气温高出其１个
标准差时，不良贷款比例将增加０１３６５％；当窗宽设定为１０年、３０年时，不良贷款比例则
分别增加００７６０％、０１０６２％。由此可见，气候暖化显著提升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
险水平，考察气候变化的期限越长，信用风险水平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越强，模型的解释

能力也越强，故将滞后期窗宽设定为５０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控制变量中，随着拨备
覆盖率、总资产报酬率、利息收入占比与资产规模的提升，不良贷款比例均显著降低；而随

着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提升以及时间的推移，不良贷款比例则显著增加。

表３　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ｔｅｍｐＷ ０１２５７ ００７６０ ０１８８４ ０１０６２ ０２１８６ ０１３６５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４３７）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４１１）

ｐｒｅｃＷ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８１８） （００５９１）

ＬＤＲ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３）

ＰＣ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ＬＥＶ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１７５）

ＲＯＡ －０５７６１ －０５７５７ －０５７１１

（００８８７） （００８７６） （００８７７）

ＬＡ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１００）



金
融
研
究

续表

１０６　　 总第４９８期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ＩＲＲ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２）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９９１５ －０９８４１ －１００９３

（０３７０８） （０３６９２） （０３７００）

ｔｒｅｎｄ ０１５５３ ０１６１４ ０１６５０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５００）

ｌｎｌｉｇｈｔｓ ０１２９５ ０１３３３ ０１１７４

（０１２６２） （０１２６５） （０１２６２）

ｌｎＰＭ２５ ０４４０１ ０４６６０ ０４５１８

（０２９８７） （０２９５７） （０２９６５）

常数项 ２００１３ ２３８５６４ １９１３２ ２３４７６０ １７９０１ ２３９９８６

（００１９９） （８８４４７） （０１０８９） （８７３３７） （０１５３２） （８７４１６）

观测值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Ｒ２ ００１９２ ０３０６４ ００２００ ０３０６６ ００２１８ ０３０８３

观测对象 ２５６ ２５６ ２５６ ２５６ ２５６ ２５６

窗宽（Ｗ） １０年 １０年 ３０年 ３０年 ５０年 ５０年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１０％、５％与１％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进一步将年度气温波动指标替换为季度气温波动指标，估计结果如图２所示。在包
含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在５％的置信水平上，仅冬季的气温波动对不良贷款比例存在显著
影响；从系数估计值来看，在４个季度中，不良贷款比例对冬季的气温波动最为敏感。以
近５０年的冬季平均气温为基准，当冬季的平均气温高出其１个标准差时，不良贷款比例
将增加００７７７％。

图２　标准化季度气温的系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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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气温波动对涉农信用风险的异质性影响
１基于非参数回归的异质性分析
气温的波动方向与幅度不同，对信用风险的冲击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为了识别气

候变化对信用风险水平的异质性影响，将线性形式的固定效应模型调整为非线性形式的

非参数模型。由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冬季的气温波动对不良贷款比例的影响更为

显著和突出，因而在非参数模型中着重分析冬季的气温波动与均值函数的对应关系。

图３　气温波动与均值函数

首先，结合样本数据对非参数模型进行估计，核函数选择最为常用的高斯核函数。当

核心解释变量为标准化年均气温时，高斯核函数的窗宽为０４８８１１；而当年均气温细化为
四个季度时，高斯核函数的窗宽依次为０５９３４、０７８４２、０５６４５、０６０９４。其次，在估计非
参数模型的基础上，给出气温波动与均值函数的对应关系，具体如图３所示。年均气温的
波动幅度与均值函数的对应关系呈阶段性特征，当年均气温的波动范围相对较小时，气候

暖化对不良贷款比例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随着波动范围的增加，对不良贷款比例的提升

作用逐渐增强。冬季的气温波动幅度与均值函数的对应关系同样存在阶段性特征，总体

上呈“√”形，且底部较为平坦。以近５０年的冬季平均气温为基准，当冬季气温的上升幅
度在１个标准差之内时，不良贷款比例增长缓慢，而当上升幅度大于１个标准差时，不良
贷款比例增长迅速。

２基于分组回归的异质性分析
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在地域上集中于所在县域地理单元，在类型上主要集中于“三

农”领域，与农商行、村镇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的业务在

地域上、行业上更为分散。业务覆盖的范围越广，局部气象灾害带来的资产损失在总资产

中的占比将越低。相比其他行业的业务，涉农业务更易受气候异常的影响，涉农业务占比

越高，气候变化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冲击越大。分散原则是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原则之一，

因而有必要量化分析业务在地域上、行业上的分散是否会降低信用风险水平对气候变化

的敏感性。同样作为地方性商业银行，城商行作为农商行、村镇银行的对照组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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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城商行的注册地在省内某个区县地理单元，但城商行的业务主要面向省内，少数城商

行甚至面向全国，因而所在区县地理单元的气温、降水量对其信用风险的影响可能是有限

的。鉴于此，首先将以农商行、村镇银行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机构分为一组，将城商行列为

另一组，在分组回归的基础上，通过对比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识别出气候变化对两类

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分组回归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村镇银行

农商行
城商行 系数差

村镇银行

农商行
城商行 系数差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ｔｅｍｐＷ ０１３６５ －００１４１ ０１５０６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３８０）

ｐｒｅｃＷ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３６９）

ｔｅｍｐＷｑ１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５６４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２８６）

ｔｅｍｐＷｑ２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２４４）

ｔｅｍｐＷｑ３ ００７６１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７０２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３３６）

ｔｅｍｐＷｑ４ ００７７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７８０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３１９）

ｐｒｅｃＷｑ１ ００６６５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５９２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１６２）

ｐｒｅｃＷｑ２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５２０）

ｐｒｅｃＷｑ３ －００３９５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２６５）

ｐｒｅｃＷｑ４ ００４４９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２３７）

观测值 １，６１３ １，００３ １，６１３ １，００３

Ｒ２ ０３０８３ ０３３３７ ０３１３６ ０３３４７

观测对象 ２５６ １１７ ２５６ １１７

窗宽（Ｗ） ５０年 ５０年 ５０年 ５０年

控制变量 √ √ √ √
注：抽样次数为１０００次；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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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组估计结果可知，以近５０年的年均气温为基准，在１％的水平上，标准化年均气
温和标准化冬季平均气温均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城

商行则不存在显著影响。从系数估计值来看，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例对气温波动

更为敏感。基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的组间差异检验表明，在１％的置信水平上，标准化年均气
温对不良贷款比例的影响在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５％的置信水平上，标准化冬季平
均气温的系数估计值在两组之间同样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气温波动仅显著提升了

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水平，城商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对其所在县级地理单元的气温波

动并不敏感。

五、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调整气候变化的量化指标。鉴于年均气温与

ＮＤＶＩ高度相关，且有文献将ＮＤＶＩ作为量化气候变化的指标（Ｍｌｌ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因
而将标准化之后的年度或者生长季的ＮＤＶＩ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核心解释变量。由于全国
性的ＮＤＶＩ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９８年，为了与前文保持一致，故仅将窗宽设定为１０年。其
次，调整模型的估计方法。考虑到省级行政单位之间、地级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

在差异，故将个体固定效应调整为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Ｇｕｉｍａｒａｅｓａｎｄ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２０１０），在模型的估计中，除了控制个体效应之外，将农村金融机构所在的省、地级市也固
定，基准模型与分组回归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基准模型与分组回归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农商行

村镇银行
城商行 系数差

农商行

村镇银行
城商行 系数差

农商行

村镇银行
城商行 系数差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ＤＶＩＷ ００６２１ －００１５２００７７３

（００２３９）（００２０７）

ＮＤＶＩＷｑ１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２１８）（００１７７）

ＮＤＶＩＷｑ２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２０４００６９４

（００２３２）（００２１１）

ＮＤＶＩＷｑ３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２０６）（００４０３）

ＮＤＶＩＷｑ４ －００４３０００２６６ ００６９６

（００２６６）（０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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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农商行

村镇银行
城商行 系数差

农商行

村镇银行
城商行 系数差

农商行

村镇银行
城商行 系数差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ＰＬＲ

ＮＤＶＩＧＳＷ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１５６００７５６

（００２３９）（００２０７）

常数项 ２１０００９ ５７０１４ ２１１２１６ ５４９６９ ２０９７０８ ５７０９４

（８８０８０）（６１０６５） （８７９７７）（６０１３３） （８８１５６）（６１０１０）

观测值 １６１３ １００３ １６１３ １００３ １６１３ １００３

Ｒ２ ０６２４６ ０５０７１ ０６２６６ ０５０８７ ０６２４４ ０５０７１

窗宽（Ｗ） １０年 １０年 １０年 １０年 １０年 １０年

控制变量 √ √ √ √ √ √
注：抽样次数为１０００次；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略。

由表５可知，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在１％的置信水平上，标准化后的年度ＮＤＶＩ与
生长季ＮＤＶＩ均对不良贷款比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城商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则不存
在显著影响。以近１０年的年度ＮＤＶＩ均值为基准，当年度ＮＤＶＩ正向波动１个标准差时，
不良贷款比例将增加００６２１％；在四个季度中，夏季的ＮＤＶＩ波动对不良贷款比例的影响
更为显著，正向波动１个标准差时，不良贷款比例将增加００４９０％。与此同时，当生长季
ＮＤＶＩ正向波动１个标准差时，不良贷款比例将增加００６％。由此可见，如果以标准化后
的年度ＮＤＶＩ或者生长季ＮＤＶＩ为基础刻画气候变化程度，气候变化显著提升了农村金融
机构的信用风险水平，但对城商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则无显著影响。基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的
组间差异检验表明，在１％和５％的置信水平上，上述三类 ＮＤＶＩ的系数估计值在两组之
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由此验证了基准模型和分组回归的稳健性。

进一步地，以标准化后的年度ＮＤＶＩ或生长季 ＮＤＶＩ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非参数回
归刻画气候变化与信用风险的非线性关系，均值函数的估计结果如图４所示。ＮＤＶＩ的波
动幅度与均值函数的对应关系同样存在阶段性特征，均值函数呈“√”形，与实证研究中
对应关系具有相似性。以近１０年的年度ＮＤＶＩ或生长季 ＮＤＶＩ的平均值为基准，当年度
ＮＤＶＩ或生长季ＮＤＶＩ正向波动时，均值函数呈上升趋势，当波动幅度增加至约１５个标
准差时，趋势开始反转；当年度ＮＤＶＩ或生长季ＮＤＶＩ负向波动时，均值函数呈先降后升的
走势，当波动幅度接近０８个标准差时，均值函数转而上升。由于年度和生长季ＮＤＶＩ仅
能追溯到１９９８年，限制了窗宽的设定，故与实证研究中的非参数估计结果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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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非参数回归的稳健性检验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２５６家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将标准化后的年均气
温作为测度气候变化程度的指标，量化评估农村金融机构所在县域地理单元的气候变化

程度对其信用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１）农村金融机构所在县域地理单
元的年均气温波动对其信用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以近５０年的年均气温为基准，年均
气温高出其１个标准差时，不良贷款比例将增加０１３６５％，气候暖化显著提升了农村金
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水平。（２）如果将年均气温波动细化为４个季度，仅冬季气温的波动
对信用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以近５０年的冬季平均气温为基准，当冬季的平均气温高
出其１个标准差时，不良贷款比例增加００７７７％。（３）气候变化对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
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年均气温波动范围的扩大，信用风险水平对气温波动的敏感性由弱

到强。（４）虽然城商行与农村金融机构均是立足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商业银行，但由
于城商行的业务覆盖范围更广、服务的行业更为多样，气候变化并未对其信用风险水平产

生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表明，实证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为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涉农信用风险，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开展信用风险压力测试。通过信用风险压力测试，明确气候变化对农村金融机

构信用风险的冲击程度，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提升管理和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通过

气象灾害增加物理风险是气候变化作用于信用风险的主要方式，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以信

贷资产为主，农村金融机构应当综合所在地的气候变化趋势、气象灾害的频率与强度，以

及自身的资产结构、信贷投放领域，评估气象灾害对其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再以评估结

果为依据，制定相应的资本补充预案。

第二，实施差异化监管。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集中在县域地理单元与“三农”领

域，较难通过分散风险的方式降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在盈利性和安全性目标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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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农村金融机构可能会降低支农力度。因此，在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上，应综合考虑农

村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服务“三农”的力度，以及风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对其实施差

异化监管。

第三，创新风险缓释工具。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集中问题是其风险管理的难点，由于

监管规则和管理措施的约束，不便于从地域上和类型上降低业务的集中度，如何缓释与气

候相关的风险是农村金融机构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问题。在现有金融工具中，较为缺乏

定位于缓释气候风险的金融工具。因此，有必要对融资担保、贷款信用保险等风险管理工

具进行创新，为农村金融机构缓释气候风险提供工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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