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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loan risk compensation in the collateral credit rationing
model.According to the derivation of my model, we find when the bank have some requirements on
interest and collateral, at the same time, we add the loan risk subsidy variable into the above model,
loan risk subsidy can lower the bank's collate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enterprise,therefore, we can
conclude that loan risk compensation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credit rationing faced by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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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了贷款风险补偿变量在抵押品型信贷配给模型中的作用。根据模型推导

发现，当银行在信贷合同中同时对企业利率和抵押品作出要求时，将贷款风险补偿变量这一

外生变量引入中，贷款风险补偿可以降低银行对企业的抵押品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贷款风险补偿可以有效的缓解企业面临的信贷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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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论文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在模

型中引入贷款风险补偿变量这一外生

变量的前提下，当银行在信贷合同中

同时对企业利率和抵押品作出要求

时，信贷市场中的信贷配给现象是否

会消失或者遭受信贷配给的企业数目

是否会降低以及贷款风险补偿变量这

一外生变量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借贷

中有着怎样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银

行向企业贷款时除了可以调节利率这

一因素之外，还可以在信贷合同中对

企业有其他诸多要求，例如：企业的

资产规模、负债率、抵押品等。众所

周知，抵押贷款在现代信贷市场中非

常普及。而抵押品在银行向企业贷款

过程中，也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一方面当企业违约时，银行可以

通过变卖出售来自企业的抵押品，从

而弥补自己的损失；另一方面，抵押

品可以对企业自身有约束和激励作

用，约束企业不敢轻易违约，因为一

旦违约企业就会丧失抵押品的所有

权，同时还会严重损害企业自身的信

誉，信誉的损害无疑会加大企业的外

源融资成本，尤其是信贷成本。企业

出于以上两点考虑自然会努力工作，

以期如约完成合约。

由于抵押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以期解决信贷市场中借贷双方严重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鉴于以上现实，国

内外诸多学者对该领域有着广泛而深

入的研究，但是由于模型设计以及前

提假设的不同，最后所得出的结论也

大相径庭。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与

思考，笔者发现上述理论思想主要可

以归纳为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以

Stiglitz 和 Weiss 等为代表，认为即

使将抵押品加入信贷条约中，均衡信

贷配给依旧会存在；另外一种是以

Bester 等为代表，认为如果允许银行

同时在信贷合约中调整利率和抵押品

要求，则信贷配给就不会存在，而会

形成分离均衡。下面笔者将详细介绍

这两种观点。

Stiglitz 和 Weiss（1981）
[1]
认为

有两方面的原因导致银行即使将抵押

品作为信贷合同的条款，信贷市场上

均衡信贷配给依旧会存在。对于某些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抵押品可以充当区

分 借 款 者 风 险 类 别 这 一 说 法 ，

Stiglitz 和 Weiss

（1987,1987,1992）
[2][3][4]

在后期又陆

续建立了一些理论模型深入研究讨论

了相关问题，他认为借款厂商之间在

多个维度上存在区别，仅仅单靠抵押

品这唯一特征，难以将不同风险类型

的企业进行有效区分，当且仅当只考

虑借款厂商某一方面的区别，例如各

借款厂商自有资产，那么才有可能通

过利率和抵押品这一简单合约将不同

风险类别的厂商加以区分。当然，倘

若借款厂商之间只在两个维度存在区

别，银行仍可能采用一个较复杂的合

约来完全区分这些风险类别不同的借

款者。但是，核心问题在于，只要借

款厂商的特征变量维数多余合约变量

空间维数，银行就难以获得借款厂商

的完备信息。Wette（1983）
[5]
在 S-W

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抵押品

在均衡信贷配给中的作用。

对于上述观点，许多学者给出了

完全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在信息不

对称条件下，如果贷款者能够变动抵

押要求，S-W 模型中的信贷配给并不必

然发生。Bester（1985,1987）
[6][7]

认

为如果在竞争信贷市场状态下，允许

银行同时调整利率和抵押品要求，那

么均衡状态下就不会产生信贷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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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和 Kanatas（1985）
[8]
认为，抵押

可以起到信号发送的作用，即可以间

接的缓解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的信息

不 对 称 问 题 。 Besanko 和 Thakor

（1987）
[9]
在模型中假定只有逆向选择

存在作用，道德风险的作用为零，银

行在信贷合同中会考虑包括利率在内

的多种因素，主要是抵押品。Riley

（1987）
[10]

则认为高质量的借款者有

办法发出信号显示他们与低质量借款

者的区别。

Hung-jen wang（2000）
[11]

认为担

保与信贷风险正相关。

以上主要是国外一些学者的理论

研究成果，国内部分学者在信贷配给

领域也做了一些探索性工作。王霄和

张捷（2003）
[12]

根据其建立的模型认

为，在信贷配给中被剔除的主要是资

产规模小于银行所要求的临界抵押品

价值的中小企业和部分高风险企业。

金俐（2004）
[13]

在论文中讨论了在只

考虑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抵押品与信

贷配给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借款企

业不能够提供充足的抵押品，那么，

即使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也依旧不会获

得银行的贷款。胡红星和张亚维

（2005）
[14]

指出在多样性的信贷合同

组合中，可以通过贷款利率、抵押品

作为甄别机制从而达到斯宾塞-莫里斯

分离均衡，并分析了其存在的条件与

范围。李文豪（2006）
[15]

通过研究发

现，当企业能够提供足够价值的担保

品时，市场上信贷配给的现象就会减

弱，反之则不断上升。叶谦（2006）
[16]

从契约设计和激励机制的角度，分别

分析了了抵押品、贷款利率和贷款规

模等变量如何影响契约设计，以及对

于借款者风险类型的辨别起到怎样的

作用。刘雪峰（2010）
[17]

利用仿真技

术建立人工信贷市场，模拟了不同抵

押品要求条件下银行的利润水平变化

情况、信贷配给程度变化情况以及企

业资产变动情况。

综上所述，笔者发现国内外学者

对于信贷配给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对借贷双方进行讨论，而没有考虑政

府介入的情形。本文与前面文献作者

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考虑借贷双方的情

况下，同时引入第三方政府贷款风险

补偿因素，考察了贷款风险补偿因素

对企业信贷配给的影响。

2. 模型假设

（1）每个企业自有资产为 A，且

A在 ],0[ A 之间均匀分布。

（2）根据企业自有资产的多少将

企业分为规模不同的两类企业，第一

类 j 企业拥有的自有资产为 l
jA ，第二

类的 k 企业拥有的自有资为 s
kA ，其中

s
k

j
i AA  ，即第一类企业的规模大于第

二类企的规模。

（3）信贷市场是竞争市场，即在

均衡状态下银行的利润为零。

（4）银行和借款企业均为风险中

性。

（5）企业自身没有任何流动资

产，企业只有向银行贷款才能对技术

开发项目进行投资且每个项目投入的

资金固定，投入的固定资金表示为

B。
（6）当企业违约时，银行处理企

业所抵押的资产时一定会承担相应的

清算处理费用，为了便于后面模型推

导假设清算费用为抵押品价值的一个

固定比例 h ， hC 即表示清算费用，

10  h ， C 表示抵押品价值且 0C ，

因此，银行清算抵押品之后能够获得

的价值补偿为 Ch)1(  ，令 ht 1 ，所以

银行清算抵押品之后能够获得的价值

补偿为 tC ， 10  t 。

（7） E 表示企业经营者处于努力

状态比经营者处于懒惰状态多付出的

成本； hp 表示企业经营者处于努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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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技术开发项目成功的概率； lp

表示企业经营者处于懒惰状态下技术

开发项目成功的概率，其中 lh pp  ，

lh ppp  ；当技术开发项目成功时企

业获得收益 R ，失败时则收益为零，

技术开发项目只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

能；若企业投资技术开发项目，同时

管理者努力经营则如下不等式关系成

立： RpBERp lh  。

（8）银行获得单位可贷资金的成

本为 b，即储户在银行存款利率为 b；
银行每单位贷款获得的收益为 r ，即银

行的贷款利率为 r ；为了便于后面的模

型推导设 )1( rBH  ， )1( rBM  ， H

表示借款企业不违约的情况下归还银

行的本息和， M 表示银行为了获得该

笔可贷资金支付给储户的本息和。

（9）银行给每个贷款申请者发放

贷款的概率相等。由于企业是否努力

经营是私人信息，为避免道德风险，

银行需要提供一个激励相容信贷合

同，鉴于本文分析的重点在抵押上，

因此，文章当中不会考虑企业努力经

营能够获得足够高的回报，从而在贷

款过程中不需要抵押这种极端情况。

3. 信贷配给模型建立与分析

设银行提供贷款合同 },{ ii Cr 给企

业， },{ ii Cr 表示借款企业 i 所面临的贷

款利率 r 和抵押品要求 C 的组合。对于

企业而言，贷款合同必须满足激励相

容约束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对于银

行而言，贷款合同必须使得银行的利

润为非负，因此，一个可行的抵押信

贷约束条件可以用如下公式表述：

对企业而言：

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1()())(1()( CAlpHRAlpECAhpHRAhp 

(3.1)

从上述不等式可以推导出如下关

系式：

CpERH  / （3.2）

当等号成立时可以获得企业激励相容

条件下企业愿意接受的最高贷款利

率。

企业的参与约束条件：

AECApHRAp hh  ))(1()( （3.3）

根据上式可以推导出如下关系式：

0)1()(  ECpHRp hh （3.4）

对银行而言，银行只存在参与的

约束条件而不存在激励相容约束条

件，即银行约束条件关系式如下：

0)1)((  MpBtCHp hh  （3.5）

其中  表示贷款损失准备率（常数），

 表示政府对银行贷款风险补偿率，

]1,0[ 。

抵押贷款可行的约束条件，即借

款企业若想从银行获得贷款，其自有

资产必须满足的最低标准：

CA  （3.6）

令 3.2 式的等式成立，同时将成立之

后的表达式带入 3.5 式，同时令 3.5

式的等式也成立，于是我们可以得到

如下关系式：
0)1)((]/[ 00  MpBtCCpERp hh 

(3.7)

其中 0C 表示银行期望利润为零时

的抵押品价值，根据 3.7 式我们可以

得到如下关系式：

tpp
BppERpMC

hh

hh
)1(

)1()/(
0 





（3.8）

因 为 前 面 假 定 0C ， 所 以 知

0)1()/(  BppERpM hh  。

根据 3.8 式，我们可以推导出如下两

个关系式：

0)1(
])1([

)1(/
2

0 



 h

hh

hhh p
tpp

BppEpRpM
dt
dC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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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0 





tpp
Bp

d
dC

hh

h 


（3.10）

根据 3.8 式我们知道 3.8 式的分

子为正，因此 3.9 式整体小于零；

3.10 式显然小于零。

将 3.8 式带入 3.2 式，可以得到

银行能够获得的最优偿还值：

tpp
BppERpM

p
ERH

hh

hh
)1(

)1()/(
0 









（3.11）

4. 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上述模型分析，我们可以

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如果按照资产规

模给企业进行分类，银行只知道各企

业资产的规模是均匀分布，但是并不

了解各企业具体的分类情况，那么当
i
jAC 0 ，所有企业都将被配给，即没

有任何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当

0C 处于 i
jA 之间，将有部分第一类企业

遭受配给，另外一部分企业能够获得

银行贷款，第二类企业将会全部遭受

配给；当 0C 处于 s
kA 之间时，则部分第

二类企业将遭受配给，另外一部分企

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所有一类企业

都能够获得贷款；当 0CAsk  时，那么

所有一类和二类企业都将会获得银行

贷款，没有任何企业会遭受信贷配

给。如果银行知道每个企业具体分类

情况，那么银行提供分类贷款合同能

够达到利润最大化。除此之外，我们

还知道银行清算企业抵押品的成本越

高，银行对企业要求的抵押品价值越

高；贷款风险补偿变量的引入能够有

效缓解科技型中小企遭受信贷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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