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对IMF金融稳定报告的学习
试评五大行内部经营风险

陈伊琳 16300680207    王子希 16300680202 

刘梦婷 16300680200    田雨慧 16300680162



目录

01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02 指标体系的搭建

03 指标分析

04 结论与建议



01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学习IMF于2018年10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

告》，

重点关注其中关于银行面临的风险部分



主要内容

主要是评估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主要风险，并试图通过强

调可能减轻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在预防危机方面发挥作

用，从而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和IMF成员国的持续经济增

长。

01

2018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 阐述了当前全球金融环境状况；

• 回顾08年金融危机前的一些问题，审查国际监管共同体

为解决这些弱点而促进的对全球管制和监督框架的主要

改革，并对这些措施的执行作出质量评价。



全球金融环境01

风险来源

• 与高债务水平和过高的资产估值相关的金

融脆弱性持续存在。

• 全球金融环境在短期内仍普遍宽松；

• 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环境已经收紧；

金融稳定面临的短期风险略有上升

中期风险仍然较高

• 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的脆弱性

• 银行业



• 更高的资本水平

• 更多的流动性

 银行资产负债表逐渐优化

 仍然明显的全球银行体系弱点

• 家庭和公司部门债务的增加使一些国家的银行面临

着偿债负担沉重的借款人（信用风险）

• 银行持有的由债台高筑的主权国家发行的债券可能

会再次引发主权与银行之间的联系

• 持有不透明和流动性较差的资产

• 过分依赖于外汇融资

• 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增加了风险蔓延的可能性

信用！
流动性！

更加完善的监管制度
更强劲的监管力度

当前银行风险01



• 银行资金转向商业票据等短期市场融资；

• 使用复杂产品作为抵押品增加了流动性风险；

• 借款人的货币错配。

 与流动性和资金有关的风险

 与监管套利相关的风险

• 银行通过将贷款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的特殊目的工

具——证券化和卖给投资者，实现信用扩张；

•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利用无担保债务和集合债务相

互提供资金，以满足短期流动性需求，创造了跨越

监管范围、监管机构和司法管辖区的巨大网络。

信用！
流动性！

监管！

金融危机前的银行风险01



02
指标体系的构建

通过构建商业银行内部运营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对2013-2017年我国五大行内部运营风险进行评估



指标选取02

主要源自信托贷款、委托贷

款、票据贴现、同业理财等业

务产品

信用风险

关注商业银行的盈利情况

监管套利风险

与现金头寸、存贷款期限结构

有关

流动性风险



1
是指资本总额和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该指标反映银行以自有资本承

担损失的能力。《巴塞尔协议》规定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8%。

资本充足率O11

2
不良贷款率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是评价银行信贷资

产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理论上规定该值应不超过5%。

不良贷款率O12

3
指银行呆账、坏账准备金占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例，该指标是衡量银行运营

风险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对银行运营风险是否可控进行了监测。

拨备覆盖率O13

4
所有不被列入银行资产或者负债而仅以收取手续费作为利润的业务都可称

之为表外业务，其业务金额计入表外融资规模范畴。主要的表外业务有票

据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规模占比是本年表外融资规模占表内

外融资规模的百分比。

表外融资规模占比O14

信用风险
5

表外融资规模增长率指的是本年表外融资规模较上年表外融资规模占上年

表外融资规模的百分比。

表外融资规模增长率O15

6
将委托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的比例作为信用风险的一项指标。

委托贷款占比O16

7
委托贷款增长率是指本年委托贷款规模较上年委托贷款规模的增长量占上

年委托贷款规模的比例。

委托贷款增长率O17

8
这里计算的票据融资占比即票据融资占银行贷款总额的百分比。

票据融资占比O18

9
票据融资增长率是指本年融资票据规模较上年融资票据规模的增长量占上

年融资票据规模的比例。

票据融资增长率O19



1
资产流动性比例指的是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率。监管部门要求银

行流动资产比例不得低于25%。该指标越高，表明该银行资金流动性越

强，应对客户随时提现的能力也越强。

资产流动性比例O21

2
贷存款比率指的是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该比率越高，表明负债

对应的贷款资产越多，银行的流动性就越低。

贷存款比率O22

流动性风险

3
存款准备金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各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开设的账户存入

一定的存款金额，以此作为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的保证，上缴的准备

金的比率称之为存款准备金率。

存款准备金率O23

4
中长期贷款贷款比例是中长期贷款期末总额占中长期存款期末余额的比

例，中长期通常是指1年以上（不包括1年），该指标能反映出银行的资金

流动性程度，规定该指标应不能超过120%，指标值越低，资金流动性越

强。

中长期贷款比例O24

5
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指的是在人民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和银行库存现金

之和占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的比例。各项存款中不包括财政性存款和委托

性存款，该指标可作为流动性风险的监测指标，银监会规定该指标不得低

于2%。

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O25



1
非利息净收入占比指的是非利息净收入在银行总收入中的所占比例，该指

标过高表明银行传统性的存款职能弱化了，也是银行进行监管套利行为的

信号。此外，非利息业务风险在实证研究中大于传统借贷业务风险。

非利息净收入占比O31

2
资产利润率指的是净利润占平均资产总额的百分比，该指标可以衡量单位

资产所创造的净利润的多少。资产利润率越高，表明银行获取盈利的水平

越高，也是目前衡量银行盈利能力所最常采用的指标。

资产利润率O32

监管套利风险

3
资本收益率是指银行净利润与资本总额的比率，该指标反映了银行运用资

本获得收益的能力，是评价银行经济效益的一项重要指标，监管部门规定

该指标不得低于20%。

资本收益率O33

4
利润增长率是指本年银行利润总额较上年利润总额的增长额占上年利润总

额的百分比，该指标反映了银行利润的增速，银行利润增长过快也侧面体

现了影子业务监管套利的风险。

利润增长率O34



标准确立0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风险状态（%）

安全 关注 风险 高危

O1

O11 >12 8~12 4~8 <4

O12 <4 4~8 8~12 >12

O13 >110 100~110 80~100 <80

O14 <10 10~20 20~30 >30

O15 <15 15~30 30~50 >50

O16 <5 5~10 10~20 >20

O17 <15 15~30 30~50 >50

O18 <10 10~20 20~30 >30

O19 <15 15~30 30~50 >50

O2

O21 >30 25~30 15~25 <15

O22 <70 70~75 75~85 >85

O23 >20 15~20 10~15 <10

O24 <90 90~120 120~150 >150

O25 >2.5 2~2.5 1.5~2.5 <1.5

O3

O31 <15 15~30 30~50 >50

O32 >1 0.75~1 0.5~0.75 <0.5

O33 >20 15~20 10~15 <10

O34 10~20 20~35 35~50 >50



数据处理02

百分制换算

若Eik为正向指标，则：

Eik的分数值=SL+(SH－SL)*(KI－KL)/(KH－KL)；

若Eik为反向指标，则：

Eik的评价分数值= SH－(SH－SL) *(KI－KL)/(KH－KL)。



03
指标分析

通过wind获得指标原始数据并对其进行百分制处理后，

对五大行的具体指标得分逐一分析



信用风险03

图1.委托贷款占比指标得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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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平稳，波动幅度不大，但整体

分数较低。

 居高不下的原因和银信合作被叫停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2015年取

消贷存款比例限制以前，存款类银

行不断创新委托贷款业务的操作模

式，除了绕道“银信合作”新规外，

还有规避信贷额度限制的目的。



信用风险03

 同时，委托贷款利率高于银行基准贷款利率，银行获利更多

年份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委托贷款平均利率

2013 6.00% 7.58%

2014 5.60% 7.99%

2015 5.35% 7.68%

2016 4.35% 6.90%

2017 4.35% 5.77%

数据来源：银行信息港



信用风险03

 企业也有动机通过委托贷款融资。一些信贷限控行业有不少就通过委托贷款规避监管获得资

金。

 当然，银监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砍断这些行业通过委托贷款融资的渠道。

2015年银监会出台规定：“委托贷款不得用于以下用途：一是生产、经营或投资国家明令禁止

的产品和项目；二是从事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理财产品、股本权益等投资；三是作为注册

资本金、注册验资或增资扩股；四是国家明确规定的其他禁止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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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银行信息港



信用风险03

委托贷款占比过高给银行乃至金融体系稳健性带来很大风险

 第一，资金集中流向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化和

地方债问题加剧。

 第二，如果委托人向国家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的行业或不达标的企业、项目

投入资金，银行没有尽责调查审批，一旦贷款造成损失，委托人可能会以未

能尽职为由要求银行负责或赔偿，使受托银行陷入风险。

 第三，部分委托贷款业务中银行主动匹配资金方及资产方，提供一定担保，

并且在委托方或借款人资金不足时垫付资金，由此可能产生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03

图2.贷存款比率指标得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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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风险03

 从银行盈利的角度讲，存贷比越高越好，因为存款是要付利息的，即所谓的资金

成本，如果一家银行的存款多而贷款少，就意味着它成本高收入低，盈利能力较

差。

 但从银行抗风险的角度讲，存贷比例不宜过高，因为银行还要应付广大客户现金

支取和日常结算，这就需要银行留有一定的库存现金存款准备金，如果存贷比过

高，这部分资金就会不足，容易导致银行的支付危机，如支付危机扩散，有可能

导致金融危机。



流动性风险03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和银行业发展的深化，利率市场化的趋势，商业银行的资产结

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存款、贷款。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兴起，表外理财产品和同业

资产规模快速增加，存贷比存在的意义降低，反而由于存贷比的存在，商业银行不

得不用复杂的产品形式和交易结构将贷款表外化、去信贷化，平添交易成本，降低

市场效率。

因此，2015年国家取消存贷比75%的红线，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化为流

动性监测指标。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监管指标是为了防范更大的风险，

对整个银行业而言还是利大于弊。



流动性风险03

图3.非利息净收入占比指标得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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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风险03

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原因：

利息收入受利率变动和经济周期影响很大，具有不稳定的周期性特征，

而且坏账风险较大；

随着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存贷

款利差将不断缩小。

适度发展的好处：

随着非利息业务的开展，银行开始根据自身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发不同

的中间业务，这会增加银行间的异质性，降低了投资者在单家银行出现

问题时预期其他银行遭遇同种问题的可能性。



流动性风险03

过度发展的风险：

 当非利息业务进一步发展使得银行逐渐拥有更大规模的业务，领域逐渐

交叉甚至趋同时，银行间的异质性又会减弱，同质性变强，投资者会因

单家银行的危机对其他银行形成同样的危机预期，造成“挤兑”等现象；

 当银行间随着非利息业务的交叉而增强相互联系时，风险在银行间具有

了更强的传染性；

 过度发展非利息业务时，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会涵盖资金交易、委托贷

款、担保承诺等更多具有高风险性的业务，和证券公司、担保公司等金

融机构有更复杂的业务往来，会更容易对外界冲击作出反应，增加风险

暴露。



综合风险03

 安全分数上升指标：资本充足率、表外融资规模占比

 安全分数下降指标：不良贷款率、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超额备付金

率、资产利润率、资本收益率

 分数波动较大指标：利润增长率、.票据融资增长率

 其他指标得分接近满分，不做专门分析。



综合风险03

五大行高风险指标：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

中国工商银行：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

中国银行：存贷款比例、存款准备金率、资本收益率

中国建设银行：委托贷款占比

中国交通银行：存贷款比例、资本收益率、非利息净收入占比



04
结论与建议

五大行的内部运营风险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委托贷款占比过高；

其二，贷存款比例过高；

其三，非利息净收入占比过高。



• 加强对委托贷款业务贷前调查、

贷中审核、贷后监测等操作环节

的风险控制，严格审核委托人资

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坚决不予

受理《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

规定的5 类严禁资金的委托代理

业务，监督借款人按规定用途使

用资金，防止挪用贷款资金。

银行 监管部门

委托贷款占比过高04

• 严格限制委托贷款资金从事债

券、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

理产品等投资，导致脱实向虚、

放大杠杆。

• 谨防委托贷款资金过多流向房地

产、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行

业

• 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不能是资管

产品



• 将流动性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

管理体系，将流动性风险管理情

况作为资金业务部门考核之一。

• 加强对贷款客户的筛选与审查，

提高信贷质量。

• 考虑提高流动性强的储备资产的

比例，包括可交易性证券和票据

等

• 推进同业存单的发展，开拓直接

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大额存单

银行 监管部门

贷存款比例过高04

• 政府于15年取消贷存比硬性监管

指标，结果是五大行贷存款比例

提高，但鉴于五大行维持较低的

不良贷款率，我们认为这个决定

是正确的，有利于放活金融市

场。



• 虽然业务多元化有利于对冲经营

风险，但如果业务间的交叉性太

强，也会削弱银行整体的风控能

力。因此，银行应避免过度业务

多元化。

银行 监管部门

非利息净收入占比过高04

• 关注商业银行与保险、证券、期

货、信托、基金公司等其他金融

机构的共同风险，要求金融机构

更高质量、高频率的信息披露

• 建立一整套全面的宏观审慎监管

体系，解决混业经营下信息不透

明、监管交叉或空白的问题。



[1] IMF: A Decade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re We Safer?,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October 2018.

[2] 杨天宇, 钟宇平. 中国银行业的集中度、竞争度与银行风险[J]. 金融研究, 2013(1):122-134.

[3] 徐明东, 陈学彬. 货币环境、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J]. 金融研究, 2012(7):48-62.

[4] 邹梦佳. 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5] 郑新广, 刘义成. 金融危机下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J]. 金融与经济, 2009(1):83-86.

[6] 孙继伟.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 复旦大学, 2011.

[7]王家辉.委托贷款业务的特征、影响及风险监测[J].新金融,2013(02):38-42.

参考文献



感谢聆听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