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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与
演变机理分析:1996 － 2016

罗 煜 甘静芸 何 青
(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本文分析了 1996 － 2016 年中国金融形势的变化趋势及影响金融形势的主导变量的动

态特征，探究不同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对中国金融整体形势及金融风险的影响力变迁。我们首次运

用动态模型选择的时变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 DMS － TVP － FAVAR) 测算了中国月度金融形

势指数，考察了货币政策、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货币市场、银行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非传统金

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差别化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货币供应量一直是影

响中国金融形势最主要的因素，非传统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 在国际金融危机

期间，国外金融市场对中国金融形势表现出主导性的影响。总的来看，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

征与演变机理分析有助于及时识别潜在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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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如何准确判定中国的金融形势和金融风险对中国和世界都有重要意义。2017 年 5
月，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这是近 30 年来国际主要评级机构首次下调中国的主权

评级。9 月，标准普尔也宣布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两次评级下调都激起我国相关

部门和媒体的强烈驳斥，争议的焦点在于评级的理论和方法是否符合中国实际，对于中国



22 总第 479 期

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对金融形势的研判需要有动态变化的眼光，而不能仅仅根据

传统模型和历史数据做静态的、后顾式的分析。这两次评级下调事件给学术界带来的思

考是: 如何建立一套既遵循国际主流方法、又契合中国国情的科学衡量体系来判断中国的

金融形势? 中国的金融形势呈现哪些动态特征? 其演变机理是什么?

自从 Goodhart and Hofmann( 2002) 最早提出用“金融形势指数”方法衡量金融运行状

况以来，Montagnoli and Napolitano ( 2004 ) 、Boivin and Ng ( 2006 ) 、Guichard and Turner
( 2008) ，以及 Koop and Korobilis( 2014) 在方法上做了许多改进，并将此用于发达经济体

的金融形势测度。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应用金融形势指数方法分析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状

况，并对指数方法进行了适用于中国的改进( 巴曙松和韩明睿，2011; 郭晔和杨娇，2012; 肖

强和司颖华，2015; 陶玲和朱迎，2016; 尚玉皇和郑挺国，2018) 。我们发现其中依然存在一

些问题: 首先是中国金融形势指数的应用大多侧重于从整体上识别和预警金融风险水平，

对金融形势的演变机理、不同金融市场对金融形势的影响力和风险传导关注不足; 其次是

大多数研究基本上都使用国外较传统的方法，对中国适用性较差。传统模型主要适用于

成熟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相对稳定，影响金融形势的变量组成及其

权重不会发生系统性变化。然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金融制度和

金融市场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选择哪些变量以及这些变量的权重都将相应的动态调整，

导致传统模型外推效果很差。于是存在一个矛盾: 单独的金融形势指数数值本身并无意

义，需要不同时点值相比较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因此在考察期内模型需要相对稳定;

但对于结构性变化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又必须适时纳入新的金融形势影响因子并调整

各因子权重。因此，如何动态引进新的因子、科学设定权重，且保持模型相对稳定性是测

算中国金融形势指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另外，金融形势指数的各指标变量间具有高度

相关性，如何解决相关性对指数有效性的影响是金融形势指数构建的主要难点。
本文采用基于动态模型选择时变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 DMS － TVP － FAVAR) 的新方

法测算了中国金融形势指数。这种方法能够基于金融制度、结构发生的新变化，动态引入

新因子，而不破坏模型基本结构。模型的使用者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加入认为重要的新变

量，算法会自动进行动态模型指标选择，如果它确实对金融形势有较大影响，模型运算时

会对其赋较大的权重，如果不重要则权重较低，模型整体结构不需要重构; 对于曾经权重

较大的变量，如果连续若干期的权重都变得较小，说明它对金融形势的影响趋于消失，可

考虑删减这个变量。同时，由于金融经济变量一般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纳入指标体系、
构建指数时需要考虑共线性问题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模型以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为

基础，VAR 类型的模型能够较好地处理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因子增广 VAR 将因子分析方

法应用于 VAR 模型中，从高维的经济变量中提取出共同因子，更好地解决了指标变量间

的共线性问题。总之，该方法使用的模型是开放式的、前瞻性的，更适应研究中国问题的

需要。
基于改进的中国金融形势指数测算方法，我们首次测算了 1996 至 2016 年中国月度

金融形势的变化趋势，并且通过影响因子权重的动态变化，分析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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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金融业整体运行的影响力。我们构造的中国金融形势指数包含货币政策、外汇市

场和资本流动、货币市场、银行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非传统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

等 8 大类一级指标。我们发现，样本期内货币供应量一直是影响中国金融形势变化的最

主要变量，而随着金融发展程度提升，影响金融形势的其他关键变量出现由传统的银行

业、股票市场变量向非传统金融市场、外汇市场转变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8 年国

际金融危机前后，外汇市场、国外金融市场因素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主

导性。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通过新的中国金融形势指数编制方法，展现中国金融形势从 20 世

纪 90 年代至今的动态变化，并解释这些动态变化的成因。通过分析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

特征，可以看到不同时期各个经济变量影响力权重的动态变化，反映了不同金融部门或各

类型金融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变迁，进而展示出金融风险在哪个部门或市场萌

生、如何在部门和市场间传导。与既往文献不同，我们将数据频率由季度缩短到月度，便

于及时判断金融形势并做出预测，提高了方法的实用性。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与

演变机理分析有助于及时识别潜在金融风险，这些工作对货币政策制定和金融监管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后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梳理了金融形势指数与中国金融形势动态特征的相关文

献; 第三部分介绍了用时变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中国金融形势指数的方法; 第四

部分展示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 第五部分对不同时期影响中国金融形势的因子权重

变化进行机理分析; 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回顾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学者都非常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在系统性金

融风险变化与预测的研究中，金融形势指数的使用更为频繁。以往文献的主要做法是使

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考虑变量间的影响关系，由此构建指数。Mayes and Virén( 2000) 最早

基于 IS 曲线的需求方程构建金融形势指数，Goodhart and Hofmann( 2002) 则将 VAR 脉冲

响应分析方法应用到金融形势指数的编制中，用以概括未来经济产出和金融形势的宏观

信息。之后，一系列文献对编制金融形势指数的方法进行了改进。例如，Montagnoli and
Napolitano( 2004) 纳入卡尔曼滤波方法，允许金融变量的权重随时间变化。Gauthier et al.
( 2004) 引用了因子模型，Holz ( 2005 ) 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拟合指数计算，Boivin and Ng
( 2006) 指出由于随机误差相关性的存在，使用所有变量构建金融形势指标并不总是能够

获得最优的指数，应允许对模型的变量进行动态选择或者动态平均。Koop and Korobilis
( 2014) 运用动态模型选择的 TVP － FAVAR 模型构建了金融形势指数，不仅考虑变量权重

的时变性，还允许模型指标的动态选择，该方法测算出的金融形势指数对宏观经济变量的

预测结果要强于普通的 VAR 和 FAVAR 模型。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编制金融形势指数评估中国金融业运行状况和系统性金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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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部分学者以 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为基础构建金融形势指数分析货币政策、汇率政策

冲击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巴曙松和韩明睿，2011; 郭晔和杨娇，2012 ) 。李建军( 2008 ) 、
卞志村等( 2012) 、余辉和余剑( 2013) 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残差回归模型构建指数来分析

系统性金融风险。肖强和司颖华( 2015) 首次将动态因子模型 FCI 应用于中国金融市场，

更好地适应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动态变化。陶玲和朱迎( 2016 ) 运用马尔科夫状态转换的

方法在 7 个维度指标下构建金融形势指数以分析识别系统性风险的状态。尚玉皇和郑挺

国( 2018) 基于季度 GDP 和月度经济指标构建的混频动态 FCI 在前瞻性金融风险预警有

着更优的表现。
金融形势指数既能综合性地描绘金融业整体发展状况，也可以反映金融发展的内部

结构变迁。Goldsmith 在 1969 年提出金融发展的实质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Allen and
Gale ( 2000) 通过对欧美日的金融结构分析得出，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

混合金融服务来实现高效率运转。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

资源，由此内生决定了与预期相适应的最优产业结构，因此对金融服务的融资需求、风险

特征存在系统性差异( 林毅夫等，2009 ) 。伴随着资本形成，存在最优的金融结构与实体

经济相匹配，最优金融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且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最优金融结

构是动态演化的( 张成思和刘贯春，2015) 。从已有文献看，学者主要关注银行主导型与

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发展与演变 ( 如 Diamond，1984 ; Boot and Thakor，1997 ; Allen
and Gale，1999 ; Beck，2000 ) 。然而，“两分法”忽略了金融结构更细微的内部变迁，不

能体现出金融结构随经济增长变化的动态特征，通过金融形势指数则可以实现更细致

的观察。表 1 对比了金融形势指数的主要编制方法及其优缺点，可以看到在目前的金

融形势指数的研究中，DMS － TVP － FAVAR 模型由于能够动态地进行模型选择，允许

系数和权重随时间变化，解决大量变量间共线性问题等，是构建金融形势指数的重要

模型。

表 1 金融形势指数编制方法对比

方法 优点 缺点 文献来源

缩减的需求模型
以需求模型为理论基
础，可分析变量间传导
渠道

不 适 用 高 维、相
关变量

Mayes and Virén， 2000;
Gauthier et al. ，2004; 刁节文
和章虎，2012

状态空间模型 可外推预测 不适用相关变量
卞志村等，2012; 余辉和余剑，
2013

VAR/SVAR 模型 适用相关性变量
指 标 体 系、权 重
固 定，不 适 用 高
维变量

Montagnoli and Napolitano，
2004; Gauthier et al. ，2004;
Swiston，2008; 郭 晔 和 杨 娇，
2012

FAVAR 模型 适用高维变量
指 标 体 系、权 重
固定

English et al. ，2005; Hatzius et
al. ，2010; Matheso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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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优点 缺点 文献来源

TVP － FAVAR 模型
系数权重动态变化; 适
用高维变量

系数权重固定 Goodhart and Hofmann，2002

DMS － TVP － FAVAR
模型

指标体系、权重动态变
化; 适用高维变量

计算较为复杂 Koop and Korobilis，2014

就目前已编制的中国金融形势指数而言，局限性在于以下 4 个方面:

首先，评价体系尚不够系统全面。多数研究只是从货币供给、信贷、股票和债券市

场几个有限的维度评析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无法对金融整体运行形势形成一个综合

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当系统模型中变量增多时，高维数据的处理会使得运算难度大大

提高。
其次，模型的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依赖于模型设定和历史样本的选择，相对固定，不

能及时反映金融制度和结构的变化。以往研究忽略了金融结构的变化，在模型设定后，由

于采用了固定指标和固定权重，不能呈现不同金融市场变量随时间的权重变动情况，无法

体现它们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变迁，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新兴

市场国家的金融制度和结构变化较大，因此更合理的金融形势指数需要在指标和权重上

体现出动态性。
第三，以往高维指数模型中，忽略了纳入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金融变量

之间大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如何有效对大量具有相关关系的指标进行组合是需要考虑

的重要问题。在以往中国金融形势指数的研究中，状态空间模型、需求方程等方法不适用

于共线性的变量，变量间相关关系会导致回归系数出现偏误。VAR 类模型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指标共线性问题，由于该模型的重点是研究变量相互的影响效应，变量间的共线性并

不违背 VAR 模型的基本假设。但对于高维变量的金融形势指数，VAR 类模型仍存在参

数过度识别的问题。
最后，大多数研究使用季度数据，缺乏时效性。金融形势指数测算是金融监管和金融

风险管理的参考工具，使用季度数据显然频率偏低，如果能提高指数频率会极大提升其实

用价值。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国外最新研究方法，将不同金融市场的核心变量进行综合，构建

指标体系选取灵活、权重可动态变化的中国金融形势指数，实时地评价中国金融业整体运

行状况、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展示各金融变量影响力的动态变化是本文的主要工作。从

指数结果来看，本文构建的中国金融形势指数更贴合中国金融业发展时点，较好地追踪了

2005、2015 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01 年加入 WTO、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 2013 年流

动性紧张等历史事件，能够较好地对中国金融形势发展进行客观描述。同时，不同金融部

门对整体金融形势指数的影响权重变迁，创新性地解析了不同金融市场对整体金融形势的

影响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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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金融形势指数的编制方法

金融形势指数是指使用一揽子变量构建出的一个能够综合反映金融业整体形势的指

标。其基本计算形式如下:

Ft = ∑ K

i
wi·xit ( 1)

其中，xit 为金融变量，wi 为该变量的权重系数，K 为指标体系变量个数，t 为时间。
编制金融形势指数有两个关键工作: 一是确定能够反映金融形势的代表性金融变量，二是

确定所选金融变量的权重。
( 一) 代表性金融变量的选择

编制中国的金融形势指数必须选择符合中国金融体系特征、能够准确反映金融形势

的变量。在既有文献基础上，本文把金融变量划分 8 个大类，分别是: 货币政策、外汇市场

和资本流动、货币市场、银行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非传统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每

一类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变量，8 大类共选取 35 个指标，具体指标变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编制中国金融形势指数的金融变量选取?

类型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指标选取依据

货币
政策

流通中的现金 11. 01 42. 5 － 17. 6 6. 02

狭义货币 15. 12 38. 96 1. 2 6. 44

广义货币 16. 89 29. 74 10. 1 4. 32

基准利率 6． 30 12． 06 4． 35 1． 59

社会融资规模 1． 97 270． 61 － 201． 61 80． 54

Gauthier et al. ，2004; English et
al. ，2005; 尚玉皇和郑挺国，2018
Swiston， 2008; Beaton et al. ，
2009; 尚玉皇和郑挺国，2018

外汇市
场和资
本流动

实际有效汇率 0. 04 85. 26 － 48. 60 19. 28

外汇储备 2. 52 7. 07 0. 04 2. 40

QDII 3. 29 60. 08 － 7. 20 7. 26

QFII 1. 84 52. 08 － 15. 32 6. 40

外商直接投资 1. 70 75. 50 － 310. 36 80. 29

Mayes and Virén， 2000; Holz，
2005; 巴曙松和韩明睿，2011; 刁
节文和章虎，2012; 陶玲和朱迎，
2016

货币
市场

Shibor 溢价 1. 24 4. 70 0. 22 0. 79

央行票据溢价 0. 64 1. 74 － 0. 94 0. 46

同业拆借 － 0. 42 42. 23 － 40. 38 27. 26

Holz，2005; Beaton et al． ，2009; 巴
曙松和韩明睿，2011; 刁节文和章
虎，2012

? 所有变量均经过 X －12 季节性调整，同时在加入 DMS － TVP － FAVAR 模型时进行标准化以消除量纲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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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指标选取依据

银行业

存款余额 1. 32 7. 23 － 1. 91 1. 13

贷款余额 1. 21 5. 56 － 1. 38 0. 87

理财规模 3. 35 26. 79 － 9. 85 6. 00

委托贷款余额 1. 51 147. 32 － 169. 97 67. 99

Hatzius et al． ，2010; English et
al． ，2005; Matheson，2014

股票
市场

沪深 300 指数 1. 28 27. 93 － 25. 85 9. 42

上证综指 0. 68 27. 81 － 28. 28 8. 20

深证综指 1. 13 36. 05 － 31. 24 9. 72

股票总市值 1. 92 27. 88 － 20. 99 7. 39

股票成交额 2. 52 268. 41 － 149. 01 53. 30

股票市账率 4. 78 20. 49 0. 87 2. 81

股票换手率 17. 25 66. 59 2. 90 11. 45

Mayes and Virén，2000; Gauthier
et al． ，2004; Hatzius et al． ，2010;
Matheson，2014; 巴 曙 松 和 韩 明
睿，2011; 刁节文和章虎，2012; 尚
玉皇和郑挺国，2018

债券
市场

国债基准利率 2. 23 4. 77 0. 73 0. 78

债券期限溢价 0. 26 1. 17 － 1. 06 0. 32

债券信用溢价 0. 83 1. 94 0. 10 0. 37

债券市值 1. 68 10. 33 － 3. 10 2. 08

成交数量 1. 34 580. 54 － 534. 33 89. 05

Goodhart and Hofmann，2002;
English et al． ，2005; Beaton et
al． ，2009; 陶玲和朱迎，2016

非传统
金融市

场

期货市场规模 2. 66 103. 30 － 150. 49 31. 83

基金总规模 2. 53 17. 14 － 17. 63 6. 47

保费收入 2. 72 79. 12 － 268. 91 64. 21

English et al． ，2005; Beaton et
al． ，2009

国外金
融市场

投资者风险偏好 0. 04 85. 26 － 48. 60 19. 28

全球基准利率 2. 52 7. 07 0. 04 2. 41

投资者信心指数 0. 36 44. 63 － 36. 68 12. 64

Goodhart and Hofmann，2002;
Matheson，2014

注: 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货币市场、国外金融市场等数据来源于 CEIC 数据库，其余变量数

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月度的产出增长速度用工业增加值增速代理，通货膨胀率用 CPI 衡量。

( 二) 金融形势指数测算方法

本文应用 Koop and Korobilis ( 2014 ) 动 态 模 型 选 择 的 因 子 增 广 向 量 自 回 归 模 型

( Dynamic Model Selection Time Varying Parameters Factor Augment VAR，简写为 DMS － TVP
－ FAVAR) 测算中国金融形势指数( CFCI) 。该方法的基础是带有时变系数的因子增广向

量自回归模型( TVP － FAVAR) ，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xt = λy
t yt + λ f

t ft + ut ( 2)

yt
f[ ]
t

= ct + Bt，1

yt－1
ft－

[ ]
1

+ … + Bt，p

yt－p
f[ ]
t －p

+ εt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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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λy
t 是回归参数，λ f

t 是因子载荷系数，xt 是由构建指数的各金融变量组成的 n × 1
维向量，ft 是主成分分析构成的潜在变量即本文金融形势指数 FCI。ut 、εt 为方差随时间

变动的正态分布误差项，ut ～ N( 0，Vt ) ，εt ～ N( 0，Qt ) ，其中 Vt 、Qt 均为对角矩阵，

( Bt，1，…Bt，p ) 是 VAR 模型的参数。xt 是构成金融形势指数的变量集合，反映金融结构变

迁的基础数据，yt 是宏观经济变量，是金融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用以评价金融形势好坏

的政策目标，一般由产出和通胀水平构成，其中可用 yt = ( gt，πt )
＇表示。本文通过 xt 对 yt

的追踪拟合效果在模型中确定 xt 的动态权重。
借鉴美国金融形势指数构建的经验 ( Bernanke et al. ，2005; Koop and Korobilis，

2013) ，本文的指数构建包含两个子方程: 第一个方程实现了从众多相关性较强的金融变

量中提取出潜在的金融形势指数，即因子增广方法的成分提取; 第二个方程估计金融形势

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动态作用，用于进行系数确定。金融形势指数指标体系中的经

济变量一般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在 VAR 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因子分析，能够解决变量间共

线性的问题，从大量的、具有较强相关性的指标中提取出有效的、不相关因子，能够规避参

数过度识别与共线性问题，很好地适用于大量指标变量的指数构建。
为考虑金融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动态联系，适应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时期的

金融结构和制度的动态变化，我们允许模型回归的系数随时间动态变化。已有研究应用

TVP － FAVAR 方法研究中国金融形势发展，考虑了经济结构的时变特征，但目前国内研

究中尚未应用 DMS － TVP － FAVAR 模型，时变特征也仅反映在系数权重上，而无法适时

地变更指标体系的构成。在本文指数构建中，不仅允许变量的系数随时间变化，同时考虑

对构成指数的金融变量进行动态选择。过去对目标变量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的指标，

随着时间的变化，影响程度增大会加入到模型中; 而以往对目标变量影响较大的变量可能

会失去影响力而从模型中剔出。为了使金融变量指标体系动态变化，我们考虑对每个金

融变量指标的加入或不加入的可能都构建一个 TVP － FAVAR 模型，因此共计 Mj = ( 2^k －
1) 个模型。我们采用卡尔曼滤波进行估计，对所有金融变量可能构成的模型组合进行

动态模型选择，根据 Raftery et al． ( 2010 ) 的方法，以信息指标计算不同模型组合在 t 时

刻的使用概率，将最大使用概率对应的模型作为该时点动态模型。总的来看，我们将

指标动态选择、系数动态变化统一到 FAVAR 模型框架中，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地捕捉金

融变量和宏观经济的联系，反映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结构化变迁特征，构建出更有效的

金融形势指数?。

四、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

基于前述方法，我们使用 199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月度数据，测算了中国金融

形势指数，并分析其动态变化特征。根据中国金融形势指数的测算方法，指数升高意味着

? 模型的详细估计方法可联系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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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形势活跃，金融发展速度较快; 指数下降意味着金融形势紧张，金融发展速度趋缓。
根据 Koop and Korobilis( 2014) 构建的金融形势指数与美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后顾性验证，

金融形势指数的极端值有很强的预警、指导意义，其中指数极小值一般与金融市场萧条和

危机联系，极大值出现则代表金融发展过热，出现泡沫。本文以 5% 的显著水平定义极小

值，分位数为 － 0. 5306; 95%的显著水平定义极大值，分位数为 0. 6396。金融形势指数位

于 5%分位数以下，表明金融形势紧张，容易出现金融危机; 而高于 95%分位数，表明金融

发展过于活跃，金融资产泡沫成分较大，金融体系也具有一定脆弱性。图 1 展示了本文测

算的中国金融形势指数( CFCI) 走势。
根据测算的中国金融形势指数( CFCI) 走势，1996 年以来，CFCI 呈现周期性波动变化

趋势，金融危机阶段 CFCI 均处于较低位，金融发展活跃阶段 CFCI 则表现出增长的趋势。
以 Bai and Perron( 1998) 提出的断点分割方法检验 CFCI 的结构性断点，中国金融形势指

数存在三个结构性断点，分别为 2000M11、2007M1、2011M8，据此划分为四个阶段。

图 1 中国金融形势指数动态特征

( 1) 第一阶段，1996 年 1 月至 2000 年 11 月，中国金融市场处于起步阶段，金融市场

发展波动性较大，在此期间出现了三次金融抑制以及一次金融不稳定，CFCI 指数波动性

大。在 1996 年至 1998 年期间，金融形势指数值较小，金融市场活跃程度低。除 1996 年 7
月 CFCI 暂时性地超越中位数水平达到了 0. 18，其余时期的金融形势指数较小，金融发展

较不活跃。而在 1998 年以后，金融市场发展渐起，1998 年 7 月 CFCI 达到了阶段性的波

峰 0. 4，在 1999 年 1 月更是超过了 95% 的分位数水平。CFCI 的急增与急降表明了金融

发展初期的不稳定性。
( 2) 第二阶段，2000 年 12 月至 2007 年 1 月，中国金融形势稳定发展阶段。在此期间

中国金融形势呈现周期性波动，初期金融市场发展宽松，金融形势指数波动增长，而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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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市场活跃度较高后，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市场活跃情绪放缓，指数下降。整个阶段呈现

“宽松 － 紧张 － 宽松 － 紧张”周期性反复，此阶段 CFCI 一直处于 5% － 95% 的区间内，没

有高速发展带来的金融过热、泡沫堆积，也不存在金融形势紧张、金融抑制，金融风险

较小。
( 3) 第三阶段，2007 年 2 月至 2011 年 8 月的金融不稳定时期。中国金融市场处于国

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阶段，金融形势指数持续处于低位。金融形势指数先是快速跃升，在

2008 年 10 月达到波峰 0. 5342，接近极端值，金融环境宽松、金融市场过度活跃。随后，金

融形势指数出现断崖式下跌，在 2009 年 12 月、2011 年 3 月，金融形势指数均位于 5% 临

界值以下，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从 2011 年 4 月始，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逐渐消除，金融

市场活跃程度有所恢复，金融形势指数持续、缓慢回升。
( 4) 第四阶段，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底，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发展阶段，CFCI 整

体保持在 0 以上，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市场活跃性较高。特别是 2014 年 10 月到 2015 年 9
月，CFCI 一直超过 95% 分位数，显示出市场极度高涨的状态，存在金融不稳定的系统性

风险。紧随其后有一个剧烈的下跌，到 2016 年年中，CFCI 回到了零点附近。
为比较不同方法构建的中国金融形势指数的有效性，本文对以往研究中 6 种计算金

融形势指数的基本方法进行了建模，并使用金融形势指数对产出、通货膨胀等变量进行

VAR 模型的样本外预测，对比不同方法构建的指数的有效性可以发现，基于 DMS － TVP
－ FAVAR 方法构建的指数对指数自身的预测能力最强，对产出、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

的预测能力也在六类指数中位列第二，且预测精度在不同变量间的稳定性明显优于其它

5 种方法( 见表 3) 。综合来看，在已有的六类金融形势指数中，DMS － TVP － FAVAR 方法

构建的指数对宏观经济预测能力更强。

表 3 六种中国金融形势指数有效性对比?

y_rmse cpi_rmse m2_rmse FCI_rmse

FCI_rd 0. 000665 0. 563225 0. 000126 0. 105083

FCI_ss 0. 000702 0. 489008 8. 24E － 05 0. 037611

FCI_var 0. 000569 0. 496533 9. 76E － 05 0. 095861

FCI_fa 0. 000653 0. 536484 8. 71E － 05 0. 059349

FCI_tvp 0. 000661 0. 466170 9. 20E － 05 0. 001401

FCI_dms 0. 000592 0. 480732 8. 67E － 05 0. 001144

? 为避免 FCI_rd 与 FCI_ss 的空值，在进行样本外预测精度比较时，所有指数均选用 2007M1 以后数据，初始窗

口为 24，逐期迭代滚动，进行样本外预测。具体看，首先对 2007M1 － 2008M12 的数据进行回归，在此回归基础上对

2009M1 的数据进行预测，将模型预测值与真实值对比计算均方根误差 ( RMSE) 。随后逐期向后滚动，以 2007M1 －
2009M1 的数据作为回归样本，预测 2009M2 的数据。此表的六种指数与表 1 的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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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其他金融形势指数相比，本文构建的指数更好地追踪了中国金融发展的重要

时点，如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及复苏阶段金融形势，对中国金融形势发展的刻画能力更

强。首先在金融危机前( 2007 年 1 月) CFCI 很高，表明了金融过热是金融风险酝酿形成

的机制。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导致金融形势紧张，危机后缓慢恢复，2009 年 CFCI 至均

值水平 0. 2。可以看出，本文构建的 CFCI 更符合金融危机酝酿、爆发以及复苏的危机发

展规律以及中国金融形势发展情况。

五、金融形势影响因子的动态变化

( 一) 影响因子的权重变化

不同时期金融形势影响因子权重的动态变化，反映了不同金融市场对中国金融整体

形势的影响力变迁。动态选择模型中，每一因子都以一定的概率加入模型，以使得对目标

变量的追踪最优化，而每一因子进入模型的概率可作为权重的体现，根据因子进入模型的

概率可计算出各因子动态权重( 见图 2) 。

wt，j =
Pt，j

∑ J

l = 1
Pt，l

( 4)

其中，j为第 j个二级指标变量，Pt，j 代表指标变量 j在 t 时期进入模型的概率，J为二级

指标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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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市场动态权重变化
注: 由于数据可得性，货币市场于 2006 年 3 月始加入模型，债券市场于 2002 年 1 月始加入模型，非传统金融市场

1999 年 1 月始加入模型，故前期权重均为 0。

首先，为考察各因子对中国金融形势发展的整体影响，根据动态权重计算平均权重。

珔wj =
wt，j

∑ T

t = 1
wt，j

( 5)

整个样本期，各因子的平均权重分布如图 3，横向比较不同市场对中国金融形势影响

力，最大的为货币政策( 占比 29% ) ，其次为银行业、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以及国外金融市

场。我们可以直观地得出几个结论: ( 1) 基础货币及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对金融形势有重

要影响，因此，货币政策在 CFCI 中的权重较大，是影响金融形势的最主要变量; ( 2 ) 中国

银行业的影响力大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反映出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特征;

( 3 ) 股票市场的平均权重为 10% ，而债券市场仅为 6% ，可见债券市场相对股票市场对

金融形势影响较小; ( 4 ) 期货、基金等非传统金融市场对金融形势的影响也开始占据一

定地位。
其次，纵向来看，金融形势影响因子权重的动态变化反映出不同金融市场对中国金

融形势的影响力变迁，结合图 2 和 3 可归纳出 1996 － 2016 年影响因子的动态变化特

点: ( 1 ) 货币政策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但是权重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反映出金

融市场丰富度的增加; ( 2 ) 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非传统金融市场、国外金融市场的影

响力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 3 ) 银行业影响力呈现“U 型”，2001 － 2008 年期间银行业的

权重最低，2009 年以来银行业的权重有所回升。( 4 ) 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的

影响力稳中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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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影响因子的平均权重

( 二) 影响因子变化的机理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金融形势动态变化机理，理解不同金融因素对中国金融形势影响

力的变化，我们分析不同金融发展阶段内，影响金融形势的前三大影响因子的变化情况

( 见表 4) 。

表 4 分时期金融形势的前三影响因子

阶段 第一大权重 第二大权重 第三大权重

1996M1 － 2000M11 货币供应量 银行业→外汇市场 股票市场→银行业

2000M12 － 2007M1 货币供应量 外汇市场 银行业

2007M2 － 2011M8 货币供应量 外汇市场、银行业、国外金融市场交替

2011M9 － 2016M12 货币供应量 银行业 国外金融市场→非传统金融市场

第一阶段，1996 年 1 月至 2000 年 11 月，中国金融业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国

金融业整体增速缓慢平稳，货币供应量、银行业以及股票市场是影响金融业发展的主要变

量，外汇市场的重要性快速提升，超越股票市场和银行业成为第二大影响因子。货币供应

量影响 力 最 大，占 据 基 础 性 地 位，该 阶 段 的 平 均 权 重 为 42. 11%。其 次 为 银 行 业

( 15. 99% ) ，股票市场( 13. 37% ) 。金融市场的丰富度与活跃度不足，主要的金融活动是

银行间接融资以及股票市场直接融资，其他金融市场对金融形势影响较小。值得注意的

是外汇市场的重要性在不断地提升，在 1999 年 1 月超越股票市场，2000 年 6 月超越银行

业成为中国金融形势的第二大影响因子，前三大影响因子变为货币供应量、外汇市场和资

本流动以及银行业。
第二阶段，从 2000 年 12 月至 2007 年 1 月，金融形势的前三大影响因子分别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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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量( 29. 21% ) 、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 15. 40% ) 以及银行业( 13. 39% ) 。货币供应量

依然占据第一权重的地位，此阶段最重要的变化是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的重要性快速提

升，跃升成为影响中国金融形势的第二大市场。导致外汇市场影响力提升的关键性事件

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中国产业正式对外开放，国际贸易与投资快速增长。由于经常

项目的巨额顺差，外汇储备持续增多，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使得外汇市场在中

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凸显。2005 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从盯住美元汇率转为参考

一篮子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汇市场与资本流动因子的影响力进一步提

升，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程度提升，各影响因子对金融形势的影响力都在 10% 上下。同

时，汇率弹性与波动幅度增大，国内各金融资产外汇风险暴露增强，汇率对金融形势的影

响力增大。
第三阶段，2007 年 2 月至 2011 年 8 月是银行业、外汇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的交错波

动阶段。虽然货币供应量仍然是金融形势的首要影响因素，但该阶段仍表现出强烈的影

响力交错特点，银行业、外汇市场、国外金融市场三大影响力交错变动。国外金融市场对

中国金融形势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金融形势运行趋势与内部

结构出现了较为剧烈的变动，国外金融市场、外汇市场与银行业的权重在 11% － 16% 的

区间内交错变化，波动性较大。具体来看: 首先，2008 年底，国家推出“4 万亿”投资计划，

银行业的重要性有所提升，对金融形势影响力变大。其次，外汇市场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影

响力波动上升，表明金融危机期间，无论资本流动还是汇率变化都有较大程度的波动，对

中国金融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国外金融市场影响力的提升是本阶段的突出特征，这说明，

随着中国逐步建立对外开放的经济格局，金融国际化程度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全球金

融风险的传染性增强，在外部环境出现较为剧烈变动时，国外金融市场对国内金融形势的

影响力会显著增加。
最后一个阶段，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底，货币政策的影响力仍居首位，银行业次之。

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阶段，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消退，国外金融市场对中国金融形势

的影响力有所减弱，随之变化的是非传统金融市场影响力快速提升，并在 2014 年初开始

成为影响中国金融形势变化的第三大重要因素，包括衍生品市场、基金市场等的非传统金

融市场成为我国金融发展的新兴力量。这一时期经历了股市从繁荣到跌落的过程，非传

统金融市场虽受到一定影响，但却有较为活跃的表现。从 2014 年开始，基金市场的发展

速度骤然提升，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基金总数较上年增长了 27% 与 46%，比 2013 年以前

年均 20%的增速有了显著的提升。
通过分析中国金融形势影响因子的动态变化，可以概括出我国过去二十多年金融形

势演变机理特征，揭示不同金融部门或各类型金融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变迁，进

而展示出金融风险在哪个部门或市场萌生、如何在部门和市场间传导: ( 1) 货币政策的影

响力始终是最重要的。基础货币及流动性供给对金融形势有很大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

需把握好货币供给闸门，通过流动性管理以较好地管控金融形势。( 2) 绝大多数时期，银

行业都是影响中国金融形势的前三大因子，信贷供给依然是金融形势好坏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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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特征以及银行在金融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3) 1999 年

以后，外汇市场占据较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是加入 WTO 之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迅

猛，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另外，2005 年汇率机制改革使得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大，市场化

程度提升，外汇市场对金融形势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4)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外金融

市场的影响力提升，中国金融业与全球联系的程度更加紧密，外部风险更容易传导到国内

金融市场。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风险的跨市场、跨区域的传导更加快速，因此需要在

开放中做好风险防范。

六、结 论

根据 1996 － 2016 年的月度中国金融形势指数，可以发现，中国金融整体形势呈现周

期性波动变化趋势，且各金融因子影响力存在动态变动。从金融形势的影响因子权重动

态变化来看，货币供应量一直是影响中国金融形势的最主要变量，说明流动性闸门的重要

性。影响中国金融形势的第二、第三大变量则表现出由传统的银行业、股票市场向非传统

金融市场、外汇市场转变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外汇市场、国外金

融市场对金融形势的影响力表现出强烈的主导性。
根据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可以得到一些政策性建议。首先，中国金融形势表现

出了由受传统金融市场影响向非传统金融市场和外向型金融市场转变的趋势，金融市场

乃至实体经济可能受到金融创新与国际市场的冲击，要实现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底线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全口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扩大监管范围。利用整体中国

金融形势指数，及时判断中国金融市场活跃程度，评估金融形势过冷和过热区间，提前

识别潜在风险。其次，鉴于货币供应量在中国金融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不可忽视，政策

制定者需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完善“货币政策 + 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框架，以

支持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有配合地逐步推进资本项目与汇率制度改

革。从本文分析可知，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金融形势受到较大影响，市场发展活跃

性极低，波动性较大。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提高，汇

率形成机制不断改革，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市场冲击，防范外部风险传导是重

要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

量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前瞻性指引。本文利用 DMS － TVP
－ FAVAR 构建的中国金融形势指数能够在不对前期指标造成结构性突变的情况下，动态

选择新指标，动态确定各指标权重，在目前已有的方法体系中，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追踪中

国金融形势动态特征的方法。



36 总第 479 期

参 考 文 献

［1］巴曙松和韩明睿，2011，《基于 SVAR 模型的金融形势指数》，《宏观经济研究》第 4 期，第 26 ～ 31 页。

［2］卞志村、孙慧智和曹媛媛，2012，《金融形势指数与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在中国的实证检验》，《金融研究》第 8 期，第

44 ～ 55 页。

［3］刁节文和章虎，2012，《基于金融形势指数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非线性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第 4 期，第 32 ～

44 页。

［4］郭晔和杨娇，2012，《货币政策的指示器———FCI 的实证检验和比较》，《金融研究》第 8 期，第 16 ～ 28 页。

［5］李建军，2008，《中国货币状况指数与未观测货币金融状况指数———理论设计、实证方法与货币政策意义》，《金融

研究》第 11 期，第 56 ～ 75 页。

［6］林毅夫、孙希芳和姜烨，2009，《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经济研究》第 8 期，第 45 ～ 49 页。

［7］尚玉皇和郑挺国，2018，《中国金融形势指数混频测度及其预警行为研究》，《金融研究》第 3 期，第 21 ～ 35 页。

［8］陶玲和朱迎，2016，《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度量———基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研究》，《金融研究》第 6 期，第 18 ～

36 页。

［9］肖强和司颖华，2015，《我国 FCI 的构建及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非对称性》，《金融研究》第 8 期，第 95 ～ 108 页。

［10］余辉和余剑，2013，《我国金融状况指数构建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启示———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

研究》，《金融研究》第 4 期，第 85 ～ 98 页。

［11］张成思和刘贯春，2015，《经济增长进程中金融结构的边际效应演化分析》，《经济研究》第 12 期，第 84 ～ 99 页。

［12］Allen，F． ，and D． Gale，1999，“Diversity of Opinion and Financing of New Technologies”，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8 : 68 ～ 89 ．

［13］Allen，F． ，and D． Gale，2000，“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Cambridge，MA : MIT Press ．

［14］Bai， J． ， and P． Perron，1998，“Estimating and Testing Linear Models with Multiple Structural Changes”，

Econometrica，66( 1) : 47 ～ 0．

［15］Beaton，K． ，R． Lalonde，and C． Luu，2009，“A 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 for the United States”，Discussion Papers，

09 － 11，Bank of Canada．

［16］Beck，T． ，2000，“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dustry and Country Evidence”，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7］Bernanke，B． S． ，and B． P． Eliasz，2005，“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A Factor － 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ve ( FAVAR) Approach”，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0( 1) : 387 ～ 422．

［18］Boivin，J． ，and S． Ng，2006，“Are More Data Always Better for Factor Analysis?”，Journal of Econometrics，132( 1) :

169 ～ 194．

［19］Boot，A． W． A． ，and A． Thakor，1997，“Financial System Architecture”，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10: 693 ～ 733

［20］Diamond，D． W． ，1984，“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51: 393 ～

414．

［21］English，W． ，K． Tsatsaronis，and E． Zoli，2005，“Assessing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Measures of Financial Conditions

for Macroeconomic Variables”，BIS Papers Chapter，in: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 Real

Economy，Vol( 22) ，228 ～ 252．

［22］Gauthier，C． ，C． Graham，and Y． Liu，2004，“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es for Canada”，Working Papers，04 － 22，

Bank of Canada．

［23］Goodhart，C． ，and B． Hofmann，2002，“Asset Prices and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Royal Economic Society

Conference．



2020 年第 5 期 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与演变机理分析: 1996 － 2016 37

［24］Guichard，S． ，and D． Turner，2008，“Quantifying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Conditions on US Activity”，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9．

［25］Hatzius，J． ，P． Hooper，and F． S． Mishkin et al，2010，“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es: A Fresh Look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NBER Working Papers．

［26］Holz，M． ，2005，“A 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 as Indicator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imes of Low，Stable Inflation and

High Financial Market Volatility”，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 Alternatives to the Orthodoxy，28 － 29

October，in Berlin．

［27］Koop，G． ，and D． Korobilis，2013，“Large Time － varying Parameter Vars”，Journal of Econometrics，177( 2) : 185 ～

198．

［28］Koop，G． ，and D． Korobilis，2014，“A New Index of Financial Condition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71: 101 ～

116．

［29］Matheson，T． ，2014，“New Indicators for Tracking Growth in Real Time”，Journal of Business Cycl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2013) 2，51 ～ 71．

［30］Mayes，D． G． ，and M． Virén，2000，“The Exchange Rate and Monetary Conditions in the Euro Area”，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36( 2) : 199 ～ 231．

［31］Montagnoli，A． ，and O． Napolitano，2004，“Financial Condition Index and Interest Rate Settings: A Comparative

Analysis”，Money Macro and Finance ( MMF) Research Group Conference 2004 Money Macro and Finance Research

Group．

［32］Raftery，A． E． ，M． Karny，P． Ettler，2010，“Online Prediction under Model Uncertainty via Dynamic Model

Averaging: Application to A Cold Rolling Mill”，Technometrics，52: 52 ～ 66．

［33］Swiston，A． J． ，2008，“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 Putting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08( 8 /161) : 1 ～ 35．

Modeling China's Financial Condition Dynamics and Their Mechanism: 1996 －2016

LUO Yu GAN Jingyun HE Qing

( School of Financ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mmary: In 2017，Moody's and Standard ＆ Poor's downgraded the credit rating of China's sovereign deb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ponded by claiming that these rating agencies had exaggerated China's economic
difficulty and underestimated its reform efforts. It is thus a matter of dispute whether the firms' rating methods
are applicable to China. For a rapidly developing economy like China，a forward － looking and dynamic
judgment of its financial condition is needed，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economic models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An index rating system constructed with fixed coefficient weights cannot capture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In this paper，we implement a new method based on dynamic model selection with time － varying
parameters and factor － augmented vector autoregression ( DMS － TVP － FAVAR ) to calculate an index of
China's financial condition. This method is based on the FAVAR model with dynamic coefficient parameters.
Using this TVP － FAVAR model，we haveMj = ( 2^k － 1) different models to construct an indicator system with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financial variables. According to Raftery et al． ( 2010 ) ，the probability of a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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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system and model at time t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BIS information principle. The model corresponding

to the maximum use probability is taken as the dynamically selected model at time t. Without altering its basic

structure，this method can dynamically incorporate new factors based on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structure.

Using the new method，we first calculate the time － varying patterns of the Chinese financial market on a

monthly basis from 1996 to 2016，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inancial markets on China's overall

financial condition through the dynamic changes in factor weights. China's financial condition index is composed

of eight primary indicators: its monetary policy，foreign exchange market，money market，banking，stock

market，bond market， non － traditional financial market， and foreign financial market. We use two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 output and inflation) as tracking variables to determine the dynamic model selection

and the time variance of the coefficients. The monthly output growth rate is represented by the change in

industrial value － added，and the inflation rate is measured by the change in CPI. According to our calculation，

the China 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 ( CFCI ) has since 1996 shown cyclical fluctuations. The CFCI was

relatively low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but generally increased during the boom period. Using the breakpoint

segmentation method proposed by Bai and Perron ( 1998 ) ，we identify three structural breaks in China's

financial condition based on our index: 2000M11，2007M1，and 2011M8．

In terms of the dynamics of factor weights，we conclude that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money suppl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China's financial condition. As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creased，

other key variables affecting China's financial condition changed，shifting from traditional banking and stock

market factors to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non － traditional financial market and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Note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200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foreign exchange market and foreign financial market

factors had a strong impact on China's financial condition．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article lies in its use of the DMS － TVP － FAVAR model to construct China's

financial condition index and capture the ongoing changes in China's financial status from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 Our model also explains the various factors leading to these dynamic changes. Compared with other

financial condition indices，ours performs better in tracking and characterizing the key structural changes in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Unlike the previous literature，we use high － frequency data ( i. e. ，monthly

instead of quarterly) to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China's financial condition. We believe that by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nature of China's financial condition，we can identify potential financial risks in a

timely manner. Our findings will also help regulators to implement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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