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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农村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 以转换成本为基础构建价格竞争影响

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数理模型,并利用 2003—2020 年 269 家农村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
果显示:(1)价格竞争加剧了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2)利率市场化削弱了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的正向影响。 (3)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和政府干预程度方面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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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 指出“保持县域农村

金融机构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做好监督管

理、风险化解、深化改革工作”,这表明防控金融风

险是现阶段农村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重要任务。
然而,近年来为抑制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中国人民

银行持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导致我国广义货币

量(M2)规模迅速扩张,自 2015 年的 139. 22 万亿元

增长至 2020 年的 218. 68 万亿元,增幅为 57. 07%。
货币增发导致银行贷款利率快速下降,存贷利差缩

窄。 2015—2020 年, 贷款市场一年期报价利率

(LPR)从 4. 80%下降至 3. 85%,而同期商业银行一

年期存款利率仅从 2. 25%下降至 1. 98%。 利差缩

窄对商业银行主营业务收入造成巨大影响,严重冲

击了商业银行的经营稳定性。 对农村商业银行而

言,除了受利差缩窄的约束,还受到农村金融增量

改革和政府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方面,金
融机构增量改革增加了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导致农

村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主要表现为价格

竞争越发激烈。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持续推动普惠

金融发展,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和小微主

体,并将支农支小贷款投放规模纳入金融机构业务

考核体系,客观上又促进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
在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普遍高于其他商业

银行的背景下①,价格竞争加剧将对农村商业银行

稳健运营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研究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经营稳定

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于经济下行周期农村商业

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 本文以价格竞争为视角,通过构建数理模型

分析价格竞争这一特定竞争方式对农村商业银行

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基于地区异质性

和政府干预力度异质性深入剖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期深化产业组织理论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研究,
同时为农村商业银行如何防控风险提供理论指导。

二、价格竞争影响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

理论分析

(一)转换成本的概念界定

本文基于转换成本的概念构建数理模型,分析

价格竞争影响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机制。 转

换成本这一概念最早由 Porter
 [1] 提出,是指贷款客

户转换银行额外付出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客户所

支付的信息、营销、谈判、签约和时间等一系列成

本。 信贷过程中,金融供求双方都将付出大量交易

费用,虽然银行存在较高交易费用,但由于银行具

有信息优势和科技优势,在贷款转换过程中单笔贷

款所带来的增量交易费用并不高甚至可以将其转

嫁给客户。 相比之下,贷款客户转换过程中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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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却很高。 原因在于:第一,人格化交易的

价格信息不透明,贷款客户需要了解贷款产品信

息、信贷流程、自身是否满足贷款条件以及可能获

得的贷款利率等信息,而对于上述信息的搜集,贷
款客户首先要付出信息收集费用。 第二,人格化交

易需要客户和银行深入接触,在接触过程中可能产

生大量的营销费用,包括客户支付的宴请费用和交

通费用等,尤其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村,以
财富聚敛型和拉关系型人情为特征的交换性人情

逐渐替代了互惠性人情[2] ,为了找寻合适的担保

人,人情往来费用对于提高贷款可得性至关重

要[3] 。 第三,如果客户与银行首次谈判或签约不成

功,那么重新谈判、签约又要花费新的费用。 第四,
申贷时间过长所导致的其他费用。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增量改革的深化,
金融机构为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不得不开展价格

竞争,而机构间价格竞争的关键因素在于降价幅度

要弥补转换成本 t。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贷款者不

得有多头贷款行为,因此仍在贷款合约期的客户不

计入竞争范围,银行间竞争只针对申贷时无贷款的

资金需求者。 若金融机构间展开价格竞争,银行 A
降价幅度小于 t,则不足以吸引新客户,只有降价幅

度大于等于 t,银行才会争取到新客户,增加放贷规

模。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转换成本起到了价格竞

争阈值点的作用。 当转换成本较大时,说明客户转

换银行需要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银行市场势力较

大,整个市场缺乏价格竞争。 反之,当转换成本较

小时,客户为获得贷款所付出的交易成本较低,代
表价格竞争较大。 因此,可将转换成本作为银行价

格竞争的代理变量。
(二)模型构建

模型分为两期( t = 0,1),市场中存在风险偏好

为中性的三类经济主体:存款人、借款人和银行。
存款人存款利率为 rd,即银行的资金成本。

借款人无初始资本金,借款人从银行借入初始

资本金投资风险项目,项目投资收益率为 rs。 只有

当该项目的投资收益率大于银行贷款利率时,借款

人才有利可图。 但是项目投资收益率存在上限,即
投资收益率的取值范围是 rs∈[0,rs]。 假设项目具

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因此收益率 rs 的大小反映

了项目投资风险水平。 项目投资成功概率为

p( rs),项目投资失败概率为 1-p( rs)。 为了满足边

际收益递减规律和保证借款人最优选择解为内点

解,本文假设 p ( rs ) 为凹函数,即满足 p′( rs ) < 0,
p″( rs)≤0,p(rs)= 0,p(0)= 1。

借款人连续分布且具有异质性,g 代表借款人

类型,为方便分析,将借款人类型数值化 g∈[gmin,
gmax]。 借款人类型大小反映项目风险偏好程度高

低,进而表示项目选择的风险偏好,r′s(g) >0,即借

款人异质性所导致的项目收益率差别。 若项目投

资成功,则获得 rs-g 投资收益;若项目失败,则收益

为 0。 在给定贷款利率 rl 和借款人类型 g 的前提

下,借款人选择投资收益为 rs 的风险项目可获得的

最大投资回报为:
maxEπE = ( rs-g-rl)p( rs)

 

(1)
银行根据借款人类型发放贷款。 银行最大期

望利润为:
maxEπB = ( rl-rd)p( rs) (2)
借款人风险项目收益率 rs 是由借款人类型 g

和贷款利率 rl 决定的,其中贷款利率由市场竞争程

度决定。 由于银行可以选择借款人,在给定的借款

人类型 g 的前提下,借款人的风险项目收益率 rs 也
随之被决定,即确定了借款人风险。 由于银行无法

识别借款人项目投资的风险,但可以识别借款人类

型 g,因此银行对借款人类型 g 的选择可映射为银

行风险选择,银行的最优问题可以看成通过选择合

适的 g 来确定最优的 rs 以最大化 πE。 借款者类型

g 没有直接体现在银行期望函数中,而是通过风险

项目的投资收益率 rs 间接影响,所以银行的期望收

益函数可改写为:
maxEπB = ( rl( rs) -rd)p( rs) (3)
假设一家银行在受理贷款申请时,市场上存在

其他潜在银行向借款人提供竞争性贷款,以抢夺客

户资源。 如果借款人决定选择潜在银行,那么需要

支付转换成本 t( t>0)。 转换成本包括了解新银行

贷款产品的时间成本、与新银行的谈判成本及交通

成本等一系列成本。 转换成本的大小反映了银行

价格竞争程度的强弱。 转换成本大小与项目投资

收益率和项目投资成功概率无关。 整个模型的运

行过程如下:
在第 0 期,借款人和银行的决策步骤为以下几

点:第一步,银行首先受理借款人 g 的贷款申请,并
提供利率为 rl 的贷款给借款人。 同时,市场潜在竞

争银行提供相等额度的贷款,但是利率为 rl。 市场

中所有银行吸收存款所提供的存款利率为 rd。 第

二步,借款人 g 决策是否更换银行。 此时,借款人 g
最终选择其中一家银行申请贷款。 第三步,借款人

g 得到贷款后,将全部资金进行风险项目投资。 在

第 1 期,所有结果呈现。 若借款人 g 投资失败,则其

无法支付贷款本金和利息,导致银行出现风险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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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加;若借款人 g 投资成功,则借款人、放贷银行

和存款人分别获得相应回报。
(三)模型求解

针对现有模型,本文采用倒序求解的方法对模

型进行分析。 最后一阶段是借款人风险投资选择。
在给定贷款利率 rl 和借款人类型 g 的前提下,借款

人选择投资收益率为 rs 的风险项目可获得的最大

投资回报如式(1)所示。 此时,转换成本 t 属于已支

付成本,不会影响借款人对风险项目的最优选择。
式(1)的一阶条件为:

p( rs) +( rs-g-rl)p′( rs)= 0 (4)
假设借款人对风险项目的选择受借款人类型 g

和贷款利率 rl 的影响,项目风险收益率分别对借款

人类 型 和 贷 款 利 率 求 偏 导 得 出
drs(g,rl)

drl
> 0,

drs(g,rl)
dg

>0。 说明贷款利率上升,借款人倾向高风

险项目以获取高回报率,弥补借款成本;贷款人本

身风险偏好性强,其选择项目的风险系数高。
提前一个阶段,借款人决策是否更换银行进行

贷款。 要保证借款人不更换银行,需要满足借款人

选择现有银行所获得的收益不低于转换银行所带

来的收益,即:
( rs( rl) -g-rl)p( rs( rl))≥( rs(rl) -g-rl) ×

　 　 p( rs(rl)) -t (5)

潜在银行提供贷款利率的下限是 rl = rd,即按照

吸收存款的存款利率作为贷款利率。 用 rds = rs( rd)
表示给定贷款利率 rd 时借款人的风险选择。 rds 的

隐函数形式为:
p( rds ) +( rds -g-rd)p′( rds )= 0 (6)
借款人选择潜在银行贷款时,获得的最大期望

回报 μd 为:
μd = ( rds -g-rd)p( rds ) (7)
此时,借款人获得的利润最大值为 μd -t。 当前

选定的银行制定的最高贷款利率需满足:
( rs( rl) -g-rl)p( rs( rl))= μd-t (8)
最后是第一阶段,银行根据借款人类型发放贷

款,此时银行最大期望利润如式(3)所示。 其中,rs
满足式(4)约束条件,rl 满足式(8)约束条件。 由于

借款人类型 g 和贷款利率 rl 最终会影响借款人对

投资项目的选择,银行最优利润函数可以看成是项

目风险的函数。 同时,项目风险用项目收益率表

示,利润函数(3)对风险项目收益率求一阶导数代

表风险对银行利润的边际影响,结合投资项目风险

的约束条件式(4) 和贷款利率的约束条件式(8)
得到:

π′( rs)= r′l( rs)p( rs) +( rl( rs) -rd)p′( rs)
 

(9)
对(9)式求一阶导数,分析价格竞争对风险边

际利润的影响:
dπ′( rs)

dt
=

dr′l( rs)
dt

p( rs) +r′l( rs)
dp( rs)

dt
+

drl
dt

p′( rs) +( rl-rd)
dp′( rs)

dt
(10)

根据 p′( rs) <0,可知
dπ′( rs)

dt
<0,表明随着转换

成本的降低,银行边际风险所带来的利润增大。 因

此,考虑到企业异质性及银行利润最大化原则,在
转换成本减少时,即价格竞争加剧时,银行将更倾

向高风险企业。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说:随
着价格竞争的加剧,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增加。

三、价格竞争影响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

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变量选取、数据来源

基于本文的研究内容,模型设定为以下形式:
NPLit =α0 +α1Lernerit+αiControlsit+εit (11)
NPLit =β0 +β1Lernerit+β2Year13it+β3Lernerit×

Year13it+βiControlsit+εit (12)
其中,银行风险用不良贷款率(NPL)衡量;Le-

rner 指数表示价格竞争;Year 检验贷款利率市场化

是否会影响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利率市场化政

策的出台对农村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外生事件。
为了衡量外部事件的冲击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可
以将其设定为虚拟变量[4] 。 2013 年央行全面放开

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标志着贷款利率市场化的

实现,是我国利率市场化进入全面放开阶段的开

端。 鉴于贷款利率市场化使得农村商业银行在农

村信贷市场中的强议价权受到挑战,本文以 2013 年

为节点设置虚拟变量(Year13),考察贷款利率市场

化改革是否对农村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竞争情况和

风险行为产生影响。 2013 年及之后记为 1,2013 年

之前年份记为 0。 Lernerit ×Year13it 验证利率市场化

是否会影响农村商业银行价格竞争与风险承担的

关系。
控制变量从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银行个体变

量两个角度选取。 其中,宏观经济变量包括 GDP 增

长率(GDPgr)和 M2 增长率(M2gr),微观个体变量

包括银行规模(Size)、银行管理能力(Over)、银行流

动性水平(Liquid)、盈利能力(NIM)、资源配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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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和贷款集中度(Single_loan)。
本文数据通过 Wind 数据库、农村商业银行官

方网站、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村金融调研

等途径共搜集 2003—2020 年 269 家农村商业银行

非平衡面板数据,共 1
 

904 个观测值。 宏观经济数

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商业银行注册地的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文通过中国

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的金融机构

金融许可证颁布时间,统计了全国每年新增农村商

业银行机构数量。 经对比发现,本文所用数据中各

年度新增机构数量占比与全国每年新增农村商业

银行机构数量一致性达 80. 95%,说明本文所选样

本具有代表性。
(二)农村商业银行价格竞争度量

Lerner 指数定义如下:

Lernerit =
P it-MC it

P it
(13)

其中,P it 是产品价格,用营业收入与总资产的

比值来衡量;MC it 是银行贷款的边际成本。 求解

Lerner 指数的关键在于计算边际成本的估计。
对厂商来说,存在理论上的最优成本函数,即

成本最小函数。 但是受经济环境、经营方式等现实

因素的影响,成本函数出现随机波动,厂商的实际

生产成本往往要大于最优成本。 为了真实反映厂

商成本函数,本文用随机前沿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形

式构造农村商业银行的成本函数。 通常来看,银行

在经营管理中需要三种要素成本,分别为资本成本

(p1)、资金成本(p2)和劳动成本(p3 )。 假设农村商

业银行总成本为 TC it,由三种要素成本构成,分别为

资本成本(p1)、资金成本(p2 )和劳动成本(p3 )。 其

中,资金成本表示为“利息支出 /总存款”,资本成本

采用“(非利息支出-管理费用) /总资产”来度量,劳

动成本为“管理费用 /总资产”。 同时,假定在投入

三种要素之后,农村商业银行可以得到一种产出

(yk)即总资产。 为了真实反映银行成本技术随时

间变迁呈现非线性趋势,因此模型加入时间趋势变

量 T 并引入其二次项 T2。 εit 为残差。 农村商业银

行随机前沿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如公式(14)。
lnTC it =α0 +α1 lnyk+α2 lnyk lnyk+∑3

s= 1δs lnpsit+
∑3

k= 1∑3
s= 1γks lnpkit lnpsit+

∑3
s= 1μks lnyk lnpsit+θ1T+θ2T2 +εit (14)

由于超越对数函数的性质,参数必须满足以下

条件:对称性要求,即 γks = γsk;线性同质性约束,即
∑3

s= 1δs = 1,∑3
s= 1γks = 0,∑3

s= 1μks = 0。
同时,对(14)式运用 Shephard's

 

lemma,得到由

要素价格和资产总量决定的成本份额函数,将成本

份额函数与超越对数函数进行似不相关回归估计,
最终得到 Lerner 指数。

(三)实证结果分析

如表 1 所示,样本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NPL 均值为 2. 46%,说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防控能

力较强。 Lerner 指数均值为 0. 28,说明农村商业银

行面临激烈的价格竞争,根据 Lerner 指数的取值范

围,大致可以判断农村金融市场区域垄断竞争市

场。 农村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均值为 50. 37%,超
过《商业银行法》中规定的“商业银行流动比例不低

于 25%”的监管要求。 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水平均值

为 0. 39,说明农村商业银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均值为 39%,此比例较高,农村商业银行管理

能力有待加强。 农村商业银行资源配置能力均值

为 66%,低于 75%的监管要求,说明农村商业银行

偿付能力较好。 农村商业银行单一贷款客户占比

均值为 6. 6%,低于《商业银行法》要求的“单一客户

贷款比例不得超过 10%”的规定。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银行风险 NPL 不良贷款余额 /贷款余额(%) 2. 46 2. 70
价格竞争 Lerner 勒纳指数 0. 28 0. 11
银行资产规模 Size 总资产取对数 10. 11 1. 17
银行管理能力 Over 管理费用 /营业收入(%) 0. 39 0. 33
银行盈利能力 NIM 净息差(%) 3. 75 7. 25
资源配置水平 Alloc 贷款总额 /存款总额(%) 0. 66 0. 12
流动性水平 Liquid 流动性资产 /流动性负债(%) 50. 37 15. 53
贷款集中度 Single_loan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占比(%) 6. 74 4. 78
经济增长率 GDPgr GDP 增长率(%) 10. 31 3. 35
广义货币增长率 M2gr M2 增长率(%) 13. 54 4. 66

　 　 针对面板数据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组内自相

关问题,常用的计量方式是面板校正标准差估计

(PCSE)、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和固定

效应或随机效应搭配稳健标准差估计等。 鉴于本

文数据结构是短面板数据,并不适用面板校正标准

差估计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因此选用与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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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搭配 Driscoll-Kraay 稳健标准误

估计。
Huasman 检验的结果显示回归结果选择固定效

应。 由表 2 的第 2 列可知,
 

Lerner 指数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上与风险负相关,即价格竞争与风险显著正

相关,价格竞争越激烈,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

越大。 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在我国,农村商业银

行长期处于地方政府管制和保护之下,农村商业银

行由地方政府信用背书,财务的软预算约束使其处

于一种“超稳定状态”。 一旦竞争加剧,农村商业银

行的舒适圈将被打破,经营管理等历史遗留问题将

会暴露无遗,面临的风险剧增。 第二,农村金融市

场上的优质客户已被各家银行瓜分,且银行服务此

类客户所能获得的利润也已相对固定。 为抢占市

场,贷款机构不得不选择下沉客户群体,降低贷款

对象考核标准和贷款发放标准,向风险较高的次优

级甚至次级客户发放贷款,信贷风险不断积累。 由

表 2 的第 4 列可知,利率市场化之后,农村商业银行

风险显著下降。 同时在利率市场的影响下,价格竞

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正向影响被削弱。 原因

在于,利率市场化后,农村金融市场逐步从寡头垄

断市场向垄断竞争市场过渡,价格形成机制更加市

场化,市场利率更能反映资金供求双方的诉求。 随

着竞争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市场的均衡价格将继续

下降,借款人的转换成本降低。 而融资成本的下降

会削弱借款人的高风险偏好,使其选择投资风险较

小的项目,这有助于缓解银行在信贷市场中面临的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银行风险随之降低。

表 2　 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NPL NPL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Lerner -4. 838
 

8∗∗∗ -5. 618
 

9∗∗∗ -12. 047
 

1∗∗∗ -11. 833
 

1∗∗∗
( -2. 10) ( -5. 52) ( -5. 70) ( -5. 62)

Year13 -2. 901
 

6∗∗ -2. 224
 

2∗∗∗
( -2. 17) ( -2. 67)

Lerner×Year13 8. 980
 

2∗∗ 8. 083
 

9∗∗∗
(2. 49) (3. 54)

控制变量 Y Y Y Y
Wooldridge 检验 109. 86(0. 000

 

0) 77. 485
 

0(0. 000
 

0)
LM 检验 11. 87(0. 000

 

3) 9. 80　 (0. 000
 

9)
Huasman 检验 27. 50(0. 002

 

2) 29. 02　 (0. 002
 

3)
　 　 注:∗∗、∗∗∗分别表示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 t 值。

四、稳健性检验

(一)改变价格竞争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与 Lerner 指数相似,Boone 指数是对银行市场势

力或者垄断力的衡量,是竞争的反向指标,不仅可

以测度整个银行业的竞争,也可以测量单个产品市

场如贷款市场的竞争[5] 。 Boone 指数的模型推导来

源于古诺-纳什均衡模型,该模型主要研究寡头垄

断市场上的企业行为,因此适合衡量中国贷款市场

刚刚完全放开利率管制的情况,尤其适合衡量农村

金融市场的价格竞争。 Boone 指数是基于有效结构

假说的结构分析方法,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相对

低效率企业,高效率企业会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利

润和市场份额,市场竞争度越高,这种效应也就越

强[6] 。 测算 Boone 指数的公式为:
lnSit =α+βi lnMC it+εit (15)
其中,Sit 为表示第 i 家农村商业银行第 t 年的

贷款市场份额,即农村商业银行当年贷款余额与地

区贷款余额之比。 MC it 表示第 i 家农村商业银行第

t 年的边际成本,βi 即为每年的 Boone 指数。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表 3 第 2 列 Boone 指数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价格竞争越激烈,农村

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越高。 加入交互项后,表 3 第

4 列,交互项 Boone×Year13 显著为正,说明利率市场

化降低了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程

度。 与主回归的实证结果一致,证明了实证结论的

可靠性。
(二)改变风险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价格竞争可能会对整体风险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用 Z-Score 来衡量整体风险。

Z-Scoreit =
ROAit+( E

A
) it

σ(ROA) it
(16)

由于 Z-Score 有偏,本文对其取对数 Lnz 以平

滑数据。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表 4 第 2 列 Lerner
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竞争加剧,农村商

业银行风险增加。 加入交互项后,表 4 第 4 列,交互

项 Lerner×Year13 显著为负,说明利率市场化降低了

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程度。 与主

回归的实证结果一致,证明了实证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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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研究的稳健性检验(一)

变量　 　 　 　
NPL NPL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Boone -0. 672
 

0∗∗∗ -0. 669
 

9∗∗∗ -0. 947
 

4∗ -1. 290
 

7∗∗
( -3. 32) ( -3. 38) ( -1. 75) ( -2. 37)

Year13 1. 095
 

9∗∗∗ 1. 126
 

0∗∗∗
(3. 21) (3. 24)

Boone×Year13 0. 154
 

7 0. 567
 

1
(0. 26) (0. 96)

控制变量 Y Y Y Y
Wooldridge 检验 19. 53(0. 000

 

0) 26. 36(0. 000
 

0)
LM 检验 18. 48(0. 000

 

0) 19. 27(0. 000
 

0)
Huasman 检验 14. 09(0. 079

 

3) 21. 26(0. 019
 

4)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 t 值。

表 4　 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研究的稳健性检验(二)

变量　 　 　 　 　
Lnz Lnz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Lerner 0. 486
 

2∗∗∗ 0. 485
 

4∗∗∗ 1. 216
 

8∗∗∗ 1. 187
 

3∗∗∗
(9. 67) (9. 73) (9. 09) (8. 90)

Year13 0. 316
 

1∗∗∗ 0. 306
 

5∗∗∗
(6. 01) (5. 84)

Lerner×Year13 -0. 828
 

5∗∗∗ -0. 795
 

9∗∗∗
( -5. 87) ( -5. 66)

控制变量 Y Y Y Y
Wooldridge 检验 22. 49(0. 000

 

0) 29. 08(0. 000
 

0)
LM 检验 2

 

362. 76(0. 000
 

0) 2
 

319. 13(0. 000
 

0)
Huasman 检验 21. 16(0. 050

 

5) 24. 97(0. 014
 

9)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 t 值。

五、进一步探讨

(一)基于地区异质性探讨

按农村商业银行注册地将其划分为东部地区农

村商业银行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商业银行,组间差异多

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这既说明了东部地区农

村商业银行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商业银行存在显著的

地区异质性,又表明了基于区域异质性角度研究市场

竞争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必要性。
对比分组变量的均值发现,东部地区农村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于中西部地区,价格竞争程度均

高于中西部地区。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农村商业银

行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东部地区农

村商业银行在银行规模、流动性、管理能力、资源配

置水平和贷款集中度方面普遍优于中西部地区农

村商业银行。
实证结果表 5 显示,东部地区(第 2 列)和中西

部地区(第 4 列) Lerner 指数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

价格竞争加剧了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但是,进
一步比较两个地区回归系数大小,可以发现东部地

区系数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即东部地区农村商业

银行风险承担对价格竞争变动的敏感程度更高。

表 5　 基于地区异质性的实证结果

变量　 　 　 　 　
NPL(东部地区) NPL(中西部地区)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Lerner -11. 945
 

8∗∗∗ -11. 772
 

1∗∗∗ -2. 741
 

8∗∗ -2. 814
 

5∗∗∗
( -5. 90) ( -9. 08) ( -2. 24) ( -4. 75)

控制变量 Y Y Y Y
Wooldridge 检验 39. 31(0. 000

 

0) 17. 12(0. 000
 

0)
LM 检验 34. 21(0. 000

 

0) 16. 55(0. 000
 

0)
Huasman 检验 15. 10(0. 057

 

3) 9. 37(0. 092
 

2)
　 　 注:∗∗、∗∗∗分别表示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 t 值。

(二)基于政府干预程度异质性探讨

采用王小鲁等[7] 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

关系指数作为分组依据。 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包

括市场分配经济资源比重、减轻农民税费负担、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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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政府对企业干预、减少企业对外税费负担和缩小

政府规模,该指数数值越小,说明政府干预力度越

强。 以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的均值为界,均值以上

为弱政府干预地区组,均值以下为强政府干预地

区组。
通过对比主要变量的均值发现,弱政府干预地

区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于强政府干预地区

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同时面临的价格竞争程

度高于强政府干预地区农村商业银行。 对于控制

变量而言,农村商业银行也表现出明显的地方政府

干预力度异质性特征。 弱政府干预地区农村商业

银行在银行规模流动性、管理能力、资源配置水平

和地区经济增长率方面显著优于强政府干预地区

农村商业银行。
Huasman 检验结果显示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实

证结果表明(表 6),在弱政府干预地区,价格竞争对

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显著;而在强政府干

预地区,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不显著。 原因在于,从地方金融资源配置的角度

看,在地方政府强干预地区,地方政府是地方金融

企业的出资人,拥有任命所辖区域内金融机构高管

的部分权力甚至享有直接任命权,这导致金融资源

的配置更多偏好行政激励或者短期绩效激励,换言

之,金融资源的配置更服从政治原则而非市场原

则[8] 。 地方金融机构的逐利偏好和政治偏好促使

金融资源流向地方国有企业或政府指定项目中。
从理论层面看,金融机构的政治和经济双重偏好容

易引发金融风险,但如果整个市场是一个“强政府-
弱市场”的市场格局,加之地方金融机构对于地方

经济发展和地方官员晋升起到支撑作用,即使有潜

在金融风险或者真实发生的风险,地方财政将为区

域金融风险买单。 因此,在强政府干预地区,由于

金融财政并未实现完全分权,金融控制权本质上仍

由财政掌控,新进入机构无法对在位银行造成冲

击,产品价格虽有市场价格但更趋向指令性价格,
因此竞争不会对在位金融机构风险产生显著影响。
相反,在“弱政府-强市场”地区,由于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仅仅起到规制性作用,
金融机构是独立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此时市场竞

争将会对在位金融机构的风险产生影响。

表 6　 基于地方政府干预力度异质性实证结果

变量　 　 　 　 　
NPL(弱政府干预地区) NPL(强政府干预地区)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Lerner -9. 710
 

4∗∗∗ -5. 847
 

2∗∗∗ -3. 162
 

7 -8. 762
 

1
( -4. 90) ( -5. 15) ( -0. 51) ( -1. 06)

控制变量 Y Y Y Y
Wooldridge 检验 137. 17(0. 000

 

0) 78. 24(0. 000
 

0)
LM 检验 22. 78(0. 000

 

0) 31. 90(0. 000
 

0)
Huasman 检验 23. 32(0. 003

 

0) 25. 12(0. 001
 

5)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 t 值。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化,农村金融市场价格竞

争加剧,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 本文

以转换成本为基础,构建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

风险承担的数理模型,并利用 2003—2020 年 269 家

农村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两者之间

的关系,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价格竞争加剧

了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第二,利率市场化削弱

了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
第三,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

有明显的异质性。 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地区与中

西部地区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均受价格竞争的

影响,但东部地区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价格竞

争变动的敏感程度更高。 从政府干预程度异质性

看,在弱政府干预地区,价格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

风险承担的影响显著;而在强政府干预地区,价格

竞争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1. 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农村商业

银行应加快推广内部资金转移定价。 农村商业银

行应以合理的资金成本或资金收益为基础,逐步构

建对产品、对客户、对个人的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建立和完善银行内部资源配置机制、产品定价机制

以及经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评估机制,避免以利率为

手段的过度竞争。 同时,由于总行防控和经营风险

能力和手段强于分支机构及网点,运用内部资金转

移定价将大部分产品的利率风险转移到总行层面,
可从整体上降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2. 监管当局应充分考虑农村商业银行所处市

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差异性,实施差异化监管策

略。 就地区异质性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

集中度偏高,中西部地区应继续引入竞争机制,深
化机构增量改革,增强农村商业银行的 “ 市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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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削弱其“行政属性”,同时强化对中西部地区农

村商业银行的审慎监管,稀释单个银行机构对系统

性风险的影响。 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农村商业

银行在业务经营和公司治理方面与其他类型商业

银行相差不大。 因此,监管机构应适时顺应市场化

发展,对农村商业银行采取与城市商业银行或股份

制商业银行近似的监管标准。 就地方政府干预力

度异质性而言,在强政府干预地区,应强调发挥市

场主导作用,淡化行政干预力度;在弱政府干预地

区,依据市场发育程度选择有效监管方式。
3. 农村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的发

展,推动业务转型、加快业务创新,扩展多元化收入

渠道。 充分结合“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以及“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 的政策要求,根据未来时期农村经济

的发展趋势和特征有针对性地扩大客户群体、拓展

业务类型。 例如,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电

商和供应链主体等提供金融服务;通过银行业务全

方位升级提高风险承受能力,在保证盈利性的同

时,合理利用资产组合分散风险;依托数据带来的

信息优势,节约信息收集成本和人力运行成本,增
强抗风险的能力。

注释:
①根据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委员会《商业银行主要指

标分机构类情况表》的信息披露可知,2009—2020 年农村商

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大约是其他类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

2~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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