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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property insurance market, from 2003 to 2015 in addition to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regions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time series, panel data as samples, using fixed effect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o estimate the insurance cycle and economic cycle fluctuation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surance cycle and the lag phase value of economic cycl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iodic fluctuation of China's economy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eriodic fluctuation of enterprise property insurance, and the cycle of enterprise property insurance is likely to lag behind 

the economic cycle by about one year, that is, the economic cycle fluctuation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periodic 

fluctuation of enterprise property insurance market.It enriches the theory of enterprise property insurance demand and 

the correlation study between insurance cycle fluctuation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o forecast the insurance cycle of enterprise property insurance market and carry out 

counter-cyclical supervision according to the macro-economic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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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保险周期与经济周期相关性的研究，过去的文献或基于全行业，或基于产险业、寿险业，但并未对险种

市场再做进一步细分研究。本文以企业财产保险市场为研究对象，选取 2003-2015 年除港澳台地区外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宏观经济指标 GDP 的滞后一期值作为自变量，企业财产保险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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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作为因变量，适当加入一些已知的影响企业财产保险需求的控制变量，并对上述变量中的经济类变量采

用 HP 滤波法剥除趋势成分得到各序列的周期性波动成分，而后采用固定效应多元回归模型对保险周期和经济

周期的相关性宏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会对企业财产保险周期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即经济周期的波动是引起企业财产保险市场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本

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企财险需求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揭示了保险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联性，进

而为监管部门对企财险市场根据宏观经济预测保险周期、进行逆周期监管提供启示。 

关键词：企业财产保险,保险周期,宏观经济周期,宏观效应

1.引 言 

企业财产保险是我国财产保险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险种，它承保的保险标的是存放在固定地点、出于

相对静止状态的企业财产，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

又包括企业的流动资产。传统理论认为企业之所以购

买企财险，是出于化解自身风险的目的，而后现代金

融理论提出：借助于企业财产保险，企业不仅能够有

效控制其破产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还能缓解委

托——代理问题，提高企业自身价值。 

1980年我国恢复之前被终止的保险业务，此后，

作为朝阳产业的整个保险业获得了较高速的持续增

长，大有欣欣向荣之势。然而与此同时企业财产保险

虽然也得到了重生和迅速发展，其保费收入基本上始

终保持着增长状态，但与整个保险业的发展速度相比

却显得动力不足——企财险保费在财险总保费中所

占的比例除 1997 年因保险公司增多而骤升外，均处

于下降状态。（如图 1） 

 

图 1 历年我国企业财产保险业务发展状况 

另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除个别年份外，我国企业财产保费的增长率基本上总

是低于宏观 GDP 增长率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因而可知，企业财产保险可承保的保险标的其实并不

短缺，从而企业财产保险在财产保险中所占比重之所

以会下滑，极有可能是因为对于一些应当投保的财产

企业却没有投保。综上，总的来说我国企业财产保险

市场存在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 

基于此发现，如果保险公司和相关部门能采取措

施激发企业的保险需求，让企业财产保险得到企业的

充分重视，企业更积极地利用企业财产保险控制和化

解风险，那么就能够使受损企业得到更加充分的经济

补偿和更有效率的资金运用，使保险公司可以更准确

地控制风险，使我国企业财产保险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从而使保险业更有效地发挥其经济“稳定器”和“助

动器”的作用。 

目前我国学者已就保险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的

关系陆续展开探讨，他们的实证分析均表明宏观经济

周期波动是引起保险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这种关系

在保险全行业还是寿险业、产险业均被学者们研究证

实，本文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两大周期的研究

进一步深入企业财产保险这一单一险种市场。 

2.文献综述 

2.1 经济周期和保险周期的关联相关文献综

述 

近年来，我国关于保险周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 

孙祁祥在 2010 年北大赛瑟论坛上首次提出“保

险周期”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围绕保险业长期增

长趋势重复出现的周期性波动”。 

紧接着，关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和保险周

期的联系，有的学者对比我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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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市场国家后发现我国保险周期的特征、决定因素以

及和经济周期的联系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提出目前

我国保险研究应以“保险周期”为重点（孙祁祥等，

2011）[1]；也有学者对研究发现工业化国家保险周期

与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周期存在传导机制上的差异

(姚奕、王云龙等，2019）[2]。 

此后，许多学者陆续以中国的自己的保险市场为

背景研究经济周期和保险周期的关联性。 

对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引致保险周期的内在原因：

有学者作理论分析，认为宏观经济波动向保险周期波

动的传导机制有两个：一、通过经济指标（如银行利

率、CPI、股价指数、货币供给量等）的变动直接实

现；二、受到心理预期的强力干预（熊海帆等，2011）
[3]；亦有学者用保险公司层面的微观面板数据对几个

主流理论假说——已有损失经验模型、承保能力约束

模型和一般经济因素模型加以实证检验(姚奕、王云

龙等，2019）[2]。 

对宏观经济周期和保险周期相关联的宏观效应：

张玉春等（2016）[4]采用 HP 滤波法和简单移动平均

法，探究我国这两大周期的定量关系，对比这两大周

期的循环波动形态差异，发现：我国保险周期不仅受

宏观经济周期影响，同时也受保险业自身产业政策显

著影响，总体而言保险业周期波动顺周期滞后于 GDP

波动约 1 年左右；李小林等（2020）[5]在上述文献的

基础上采用月度数据，首次运用 Morlet 小波分析法，

发现：保险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均为 3-4 年，

其中保险周期的长度有缩短趋势且保险周期的波动

较经济周期更为剧烈；经济周期是引起保险周期波动

的重要原因，但在金融危机后保险周期反过来对实体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产生正向影响；保险周期和经济周

期之间的关联会受利率和股价波动的显著影响。同时，

他们均分别对全行业、寿险市场和产险市场进行研究

分析，得出一致结论：寿险和产险市场受宏观经济变

量周期波动的影响并不一致，在影响强度和影响时滞

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从上述文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总体而言，保险

业周期波动顺周期滞后于经济周期波动约 1 年左右，

经济周期是引起保险周期的重要原因。然而，他们均

未对分险种市场作进一步细分，既然产险市场和保险

市场整体的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特征表

现出明显差异，那么产险市场中的第二大险种——企

业财产保险的保险周期和产险市场整体，或和保险市

场整体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是否会表现出高度相似或

明显差异呢？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更好的指导监管部

门对分险种市场的监管工作，也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

保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认识。 

2.2 企业财产保险需求理论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影响企业财产保险需求的因素，学术界存在

两种主流理论——传统风险规避理论和现代金融理

论。 

刘钢和赵军伟(2008)[6]提出企业财产保险的传

统风险规避理论，认为保险最基本、最主要的职能

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这也是企业参与保险的最直

接、最主要动机。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和自然地理

环境、可作为保险标的的财产数量影响企业所面临

的潜在风险以及损失程度，从而可能影响企业的财

产保险需求。 

Zou 和 Adams（2008)[7,8]则坚持企业财产保险的

现代公司金融理论，他们认为现代企业的“委托——

代理”问题耶是引发企业的财产保险需求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因素，表现为管理者与股东、管理者与债权人

之间的博弈。目前，现代金融理论成为解释公司保险

行为的主流经济学思想。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将宏观经济波动纳入企业财

产保险的需求理论中进行分析。 

3.经济周期波动与企业财产保险保险周期波

动关联性的实证分析 

3.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3.1.1 自变量、因变量 

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度，我们选取 GDP 为主要衡

量指标，对企业财产保险周期波动的测度，我们选取

企业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为衡量指标，记为 CID，该

指标同样可以用来衡量企业财产保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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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控制变量 

保险周期受货币市场、股票市场、汇率市场的影

响，可由利率、股指和汇率指标衡量，但由于研究的

是地区面板数据，这些因素在地区间无明显差异，可

纳入地区的固定效应中考虑，而不用单独作为控制变

量。 

基于企业财产保险需求的传统风险规避理论和

现代金融理论，根据国内外文献的实证分析，结合统

计数据的可得性，影响宏观企业财产保险需求且可作

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数据均暂

未做任何处理）：（1）固定资产投资，用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 INV0 表示；（2）风险水平，本文选用地区企

业财产保险赔款支出（记为 PAY0）这一指标量化一个

地区的风险水平；（3）企业所得税，企业购买保险往

往有避税效应(Zou and Adams，2006；Regan and Hur，

2007)[8]，我们选择企业所得税金额来表示这一因素，

记为 TAX0；（4）教育水平，选取大专以上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记为 EDU）来代表教育水平；（5）金融

机构贷款，选择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这一指标

来表征，记为 LOAN0；（6）企业规模，Hoyt 和 Khang

（2000）[9]等的实证研究结果均显示企业的保险需求

与企业规模负相关我们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

数来反映一个地区的企业规模水平，记为 SIZE。 

3.1.3.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数据为 2003-2015 年除港澳台外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地区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

统计局官网、2004-2016 年《中国保险年鉴》、EPS 数

据库和 CSMAR 数据库。 

3.2 数据处理和模型确定 

3.2.1 对自变量、因变量、经济类控制变量的去

势处理 

传统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认为，经济波动通常包含

四种因素，即长期趋势、周期循环波动、随机扰动和

季节波动，其中只有循环波动因素才能真正体现行业

整体波动的周期性，保险业周期波动也不例外。但由

于本文使用的是年度数据，不用考虑季节波动成分，

所以为了更有针对性的测度周期循环波动，必须剔除

时间序列中的趋势成分及随机波动。除此之外，影响

企业财产保险需求的经济类控制变量均包含一定的

趋势成分。因此，我们需要对上述变量中的经济变量

GDP、INV0、PAY0、TAX0、LOAN0 用 HP 滤波法剔除趋

势因素和随机扰动，得到周期成分,记为自变量经济

波动 Macro、控制变量 INV、PAY、TAX、LOAN。 

特别地，根据已有文献对保险周期和经济周期关

联性的研究，保险周期整体上顺周期滞后于宏观经济

周期约一年左右，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是影响保险业周

期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为了研究该滞后影响在

企业财产保险市场是否也存在，则应将自变量，即衡

量保险周期的指标 Macro 取滞后一期值 L_Macro 进

行分析。 

3.2.2 数据的描述性说明分析 

本文使用的是 2003-2015 年的数据，解释变量取

滞后一期值后 2003 年对应数据缺失，因此本文用于

模型的数据共有 366 个观察对象，是时间跨度为 12

年（2004-2015 年）、面板数为 31（对应 31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时间序列面板数据。 

研究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显示，不同年度、不同地

区的经济波动性可能差别很大，可能为正（经济向好），

也可能为负（经济下行），部分年度地区的经济波动

性非常大，而部分年度地区的经济波动性又很小。同

时我们还发现，表征企业规模的 SIZE 标准差非常大，

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甚远，且其取值恒为正数，因此

为了消除量纲差异，我们对企业规模衡量指标 SIZE

作对数化处理得到 ln_SIZE 进行后续分析。 

3.2.3 多重共线性检验和相关系数分析 

为了确定包含上述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在

stata中进行 VIF检验，其结果显示该模型的平均 VIF

值为较小的 1.52，即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同样的，通过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

(如表 1）我们可以发现模型中除因变量外的各变量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72

130



间相关系数都不大，最大不超过 0.7，与 VIF 检验的

结论一致，模型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问题，无需剔

除任何变量。 

所以最终确定回归模型的形式为式（1）： 

 

（1） 

3.2.4 Hausman 检验 

处于同一行业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的企业可能

存在一定的关联，这种关联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财产保

险需求，即企业的个体效应可能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

但这是否存在这种相关性是不确定的，仍需进一步检

验。 

因此，本文将采用 Hausman 检验验证个体效应与

其他解释变量是否相关，将之作为进行固定效应模型

和随机效应模型筛选的依据。当 Hausman 的原假设

（即个体效应与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成立时，应当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当拒绝原假设时，则应选择固定

效应模型。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chi2(4)=14.78，

Prob >chi2=0.0052。P 值小于 0.01，表明在 1%的显

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对本

文所选取数据的拟合效果更优。 

3.2.5 异方差检验 

在确定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后，进行的相应的异

方差检验结果显示为： chi2 (25)= 6650.16，

Prob>chi2=0.0000，拒绝了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

说明需要回归的数据存在明显的异方差。为了修正异

方差，需要在回归模型中结合使用稳健标准差。 

3.3 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结合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后，

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表征宏观经济波动的变量滞后

一期值 L_Macro 的系数为正且 p 值小于 0.01，这表

明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对企业财产保险周期波动的

影响在 99%的置信水平上是正相关、显著的，即宏观

经济周期波动导致企业财产保险周期波动的重要原

因，保险周期大概顺周期滞后于经济周期一年。该结

论与之前某些学者研究整个保险行业周期的结果一

致。 

表 1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稳健标准误 t 统计量 p 值 

L_Macro 0.0348 *** 0.0121 2.88 0.008 

INV -0.0021 0.0088 -0.24 0.816 

PAY -0.0312 0.0275 -1.14 0.267 

TAX 0.1175 0.1317 0.89 0.381 

EDU 7.913*** 1.661 4.76 0.000 

LOAN -0.0053** 0.0022 -2.40 - 0.025 

Ln_SIZE -60.56 * 30.95 -1.96 0.062 

F(7,24) =6.38      Prob > F = 00.0003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控制变量与企财险需求

的相关关系，但因与本文研究内容无关，在此不进行

赘述。 

4.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本文结合国内外已有关于保险周期和经济周期

关联性以及对企业财产保险需求的研究，将保险周期

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性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企业财产保

险市场，选取宏观经济指标 GDP 的周期性波动成分滞

后一期值为自变量，选取企业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周

期性波动成分为因变量，加入若干控制变量，以 31 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 2003-2015 年的相关面板数据为

样本进行分析，对企业财产保险市场中两大周期的相

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宏观经济波动的滞

后一期值确实对企业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波动产生

明显正效应，即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是导致企业财产保

险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其保险周期大概顺周期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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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周期一年。该结论与之前某些学者研究整个保

险行业周期的结论一致。 

4.2 对监管部门的决策建议 

该研究结果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保险周期和经

济周期的关联性研究以及企业财产保险需求理论研

究，而且对监管部门针对企业财产保险这一市场相机

决策、制定监管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一方

面，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宏观经济波动信息合理预判

企业财产保险的保险周期，正确对待其周期波动现象，

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促进企业财产保险的稳定经营和

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企业财产保险的保险

周期整体上顺周期滞后于经济周期一年左右的特征，

把握好时机进行逆周期监管，在经济下行时适当放松

监管力度促进保险发展，在经济上行时可适当加大监

管力度，稳定保险经营，保护投保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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