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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研究

——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角度的分析

胡思宇 1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我国中央银行分别于 2013 年 7 月和 2015 年 10 月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

率上限管制，从此商业银行取得了利率自主定价的主动权。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金融脱媒的影响、市场需求的增加、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需要开始寻找新的业务模式。本

文参考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业务影响的研究，分别从业务模式角度和收益来

源角度分析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并选取了 10 家在 A 股上市的商业银行 2006

年至 2018 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商业银行要加快业务转型，提供多元化和差异

化服务，增加非利息收入，以此破解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困境。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并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和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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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决定权从中央银行转移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手中，参考央行规定的基

础利率，同时考虑贷款质量及市场供求等各方面因素，自主进行利率决定，同时央行可以通过各

种货币政策对同业拆借利率进行间接调控，以达到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目的。利率是用于衡量资

金价格的指标，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利率定价将最终由市场决定。从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和

金融深化理论提出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放开利率管控，利率市场化已经在许多国家取得了

不错的成效，从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促进商业银行业务转型，提高对经营风险的控制

能力，同时更好的促进资源配置，因而对经济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我国也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刺激了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给

予商业银行对金融产品自主定价的权利，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金融脱媒和互联网金融对商业

银行的冲击；同时，这一政策向小型银行、农商行、外资银行提供了平等发展的承诺，也顺应了

我国金融走向国际化的趋势。但是，从短期来看，利率市场化也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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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转型造成了严峻的挑战，商业银行的转型迫在眉睫。由于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业乃至社会经

济发展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化解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不利影响，是关系着中国

金融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对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如何保持盈利能力、完成业务转

型的研究对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有现实意义。

二、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业务模式影响的分析   

（一）利率市场化下利差不断缩小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深，我国的商业银行为了能从愈加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争夺更多的客户

从而保持市场占有率，选择降低客户的贷款成本，提高客户的存款收益。从 2012 年开始，我国主

要商业银行的净利差呈总体下降趋势，2015 年更是出现了非常陡峭的下降，从这张图可以看出，

我国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收入来源受到利率市场化的不利影响，但 2017 年后有部分银行的净利差

趋于平稳甚至上升，这是因为这些银行形成了比较好的对产品的定价机制，同时通过差异化的产

品和服务有效的减小了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冲击。其中中小型商业银行，如平安银行和兴业银行，

由于一直致力于业务创新和特色的品牌打造，因此在这段时间净利差的变动比较小，由此可以看出，

主动加强金融创新、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有利于保持商业银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二）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的影响

总体上来看，由于银行传统业务的获利空间下降，商业银行在短期为了保持利润来源，在传

统信贷业务上有扩张存贷规模、选择较高收益贷款客户的倾向，但这么做会给银行带来更大的风险，

当商业银行意识到自身风险问题后，存贷规模会下降，传统存贷业务规模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在来自自身盈利需要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商业银行必然将目光转向开发带来非利息

收入的业务上，由此促进了银行业务模式由传统型业务向非传统型业务的转变。

（1）从资产业务来看，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有利影响有：首先，银行获得了定价的自主权，银

行可以综合考虑管理成本、市场需求、客户状况等各个方面因素，对产品进行综合定价，有益于

商业银行提升自主经营能力；其次，有利于促进银行加大投资类业务和同业类业务等非信贷资产

业务；最后，有利于银行优化信贷结构，稳定公司客户的同时，增加对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的贷款，

不仅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困境，也可以分散银行由于客户群体单一带来的风险。

但同时，利率市场化也给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加

剧了银行间的竞争，在存贷款利率都由中央银行控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竞争主要通过服务质

量和营销能力等非价格手段，但利率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之后，商业银行往往为了吸引客户降低

贷款利率，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恶性竞争，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第二，加大商业银行的

逆向选择风险，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贷款给愿意支付更高利率的客户对银行更具有吸引力，但是

这些客户往往有比较高的风险，而愿意支付较低利率的风险较小的客户，由于能为商业银行带来

的收益很有限，而获得比较少的金融资源。

（2）从负债业务的角度来看，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有利影响主要是使银行开始从批发融资市场

和短期拆借市场寻找主动负债的突破口，银行的非存款负债业务规模上升，同业负债增速加快，

大额存单、债券发行业务逐渐增多，如中国工商银行 2018 年已发行债务证券平均余额为 84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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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2017 年已发行债务证券平均余额为 613,804 百万元，增长 37.72%。而由于我国商业银行

的资产和负债往往存在期限错配，很多银行原本业务结构是具有借短期、贷长期的特点，市场机

制下利率的变动更加频繁和难以预计，这会给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带来难度。

（3）从中间业务来看，有利于商业银行的多元化发展和差异化经营，我国银行原本中间业务

种类很少，基本集中在通过银行卡业务和国际结算、代收代付业务收取手续费和佣金，但竞争的

加剧，商业银行开始逐渐增加咨询顾问、委托理财等业务 , 有些商业银行已经将特色业务扩展到

国外，也顺应了金融开放化和国际化的潮流。与传统资产负债类业务相比，中间业务不占用银行

的自有资金，因此对小型商业银行非常有利。

但中间业务的风险不同，结算、银行卡等业务对经济敏感度较低，收益比较稳定，担保、信

用承诺类业务对信贷紧缩比较敏感因而风险较大，投行业务、托管业务又很依赖于客户资源，扩

大中间业务占比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商业银行业务经营风险。此外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同质化

明显，基本以劳动密集型业务为主，各银行主要中间业务包括清算与结算业务、银行卡业务，而

咨询顾问等知识密集型业务较少，同时商业银行缺乏自主创新，很多照搬国外的产品并不一定适

合国内的市场。

（三）利率市场化对银行收入结构的影响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净利差收缩的情况之下，银行为了保持稳定的利润来源，会增加非

利息收入，降低净利息收入的占比。从 2006 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持续下降，其中广发银行从 2016 年以来净利息收入下降幅度非常大，到 2018 年仅为 38.13%。

四、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保持盈利性是非常重要的，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业务最重要的影响体

现在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上，而研究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盈利模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指导商业银行

从依赖传统业务向传统业务、非传统业务平衡发展的业务模式转变，因此，本文着重从利率市场

化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变的影响角度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模型选择

1. 数据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

广发银行和民生银行共十家在 A 股上市的商业银行 2006 年 -2018 年的财务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均

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各家银行年度财务报告。

2. 变量与模型选择

被解释变量选取的是代表银行盈利模式的指标，本文采取净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

用 Y 表示，计算公式为净利息收入 / 营业收入。

学界对利率市场化的衡量指标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使用净利差或存贷款

基准利率作为测度指标。本文根据王舒军和彭建刚（2014）的研究结论，选取了利率市场化指数

来衡量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用 IRLI 表示。具体做法是选取 4 个一级指标和 12 个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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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个二级指标进行 0-1 的赋值，数值 0 表示完全压制，数值 1 表示完全市场化，最后对各指

标的赋值根据交易规模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利率市场化指数。

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业务模式不仅受到利率市场化的影响，同时受到银行的资产规模、风险承

受能力等方面的影响，本文选取资本充足率 CAL、资产规模 LNTA、不良贷款率 NPL 作为控制变量。

资本充足率是巴塞尔协议中重要的监管指标，代表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

表示该银行对风险承担的能力较好。在一般情况下，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大，对客户的吸引力越大，

盈利能力越强，当资产规模太大时，也会抑制银行的盈利能力。不良贷款率指的是银行次级类、

可疑类、损失类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不良贷款率越低，说明银行的资产质量越好。

本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εi,t 是随机扰动项，βi 是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Yi,t、LNTAi,t、CARi,t、NPLi,t 分别

是银行 i 在第 t 年的净利息收入占比、总资产对数、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IRLIt 是中国第 t 年

利率市场化指数。

（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结果

在对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之前，本文先给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这些统计数据包

括 2006-2018 年期间各变量的均值，中位数，最大值，最小值，偏度，峰度和标准差。如表 1 所示：

表 1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Y IRLI LNTA CAR NPL

均值 77.0088 0.7910 10.7160 12.0359 1.5931

中位数 77.7850 0.7457 10.9100 11.8850 1.4500

最大值 97.4800 1.0000 12.5300 17.1900 7.9800

最小值 38.1400 0.5687 7.8700 6.7000 0.3800

标准差 9.6927 0.1717 1.1468 2.0381 1.0627

偏度 -0.7288 0.1202 -0.4075 -0.1900 2.9970

峰度 4.4007 1.2745 2.2751 2.7163 15.1480

虽然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净利息收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从表 1 中我们依然可

以得出我国的商业银行收入主要来源依然是净利息收入，平均值为 77.01%，最大值是 97.48%，最

小值是 38.14%，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对净利息收入的依赖程度相差较大。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

足率均值为 12.04%，保持在较高水平，是由于我国对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较为严格。样本数

据中不良贷款率均值为 1.59%，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状况总体良好。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本文使用 LLC 和 ADF 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各变量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从 LLC 和 ADF 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所选数据均拒绝数据带有单

位根的原假设，说明数据是平稳的，因此不需要再进行协整性检验。为了确定是否采用混和效应

模型，运用 eviews8.0 软件进行 F 检验，F 检验统计量的值为 13.40，P 值为 0.0000，拒绝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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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Yi,t = αi + β1IRLIt + β2LNTAi,t + β3CARi,t. + β4NPLi,t + 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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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结果 

在对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之前，本文先给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这些统计数据包括 

2006 至 2018 年期间各变量的均值，中位数，最大值，最小值，偏度，峰度和标准差。如表 2 所

示： 

表 2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Y IRLI LNTA CAR NPL 

均值 77.0088 0.7910 10.7160 12.0359 1.5931 

中位数 77.7850 0.7457 10.9100 11.8850 1.4500 

最大值 97.4800 1.0000 12.5300 17.1900 7.9800 

最小值 38.1400 0.5687 7.8700 6.7000 0.3800 

标准差 9.6927 0.1717 1.1468 2.0381 1.0627 

偏度 -0.7288 0.1202 -0.4075 -0.1900 2.9970 

峰度 4.4007 1.2745 2.2751 2.7163 15.1480 

表3  单位根检验结果统计表 

 
LLC ADF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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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使用混和效应模型。根据 Hausman 检验，P 值为 0.0001，拒绝原假设，因此选用个体固定

效应模型。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统计表

LLC ADF 检验结果

Y -5.19362(0.0000) 34.8655(0.0208) 通过检验

IRLI -3.1685(0.0008) 31.7521(0.0460) 通过检验

LNTA -12.4286(0.0000) 70.4633(0.0000) 通过检验

CAR -7.59222(0.0000) 52.3831(0.0001) 通过检验

NPL -25.0210(0.0000) 64,2611(0.0000) 通过检验

表 3  F 检验结果

Effects Test Statistic d.f. Prob.
Cross-section F 13.40277 -9,114 0.0000 

Cross-section Chi-square 92.38909 9 0.0000 

表 4  Hausman 检验结果

Test Summary Chi-Sq. Statistic Chi-Sq. d.f. Prob. 

Cross-section random 24.46212 4 0.0001

在确定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之后，运用 eviews8.0 对已统计好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

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样本回归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193.7642 16.58671 11.6819 0

IRLI -13.61669 6.580973 -2.069099 0.0408
LNTA -11.09576 1.907246 -5.817684 0
CAR 1.185726 0.427634 2.772756 0.0065
NPL -0.849806 0.501852 -1.69334 0.0931

R-squared 0.777233
Adjusted R-squared 0.75183

F-statistic 30.59581
Prob(F-statistic) 0

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利率市场化指数对净利息收益占比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证实了

利率市场化会推动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观点，在利率市场化水平比较低的时候，银行的净利

差比较大，这时候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传统借贷业务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

加深，商业银行必须转变业务模式才能维持利润的获取。

控制变量当中，资产规模与净利息收益占比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资产规模越大，银行越有

能力去开拓中间业务，从而获得更多的非利息收入。

资本充足率与净利息收益占比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相比于较为稳定的利息收入，非利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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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具有更高的风险，商业银行扩张非信贷业务，会导致风险加权资产的增加。

不良贷款率对净利息收入占比在 10% 显著水平下负相关，不良贷款率升高时银行面临的风险

较大，银行会降低信贷规模导致净利息收入占比的下降。

综上所述，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创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利率市场化

推进的过程当中，银行传统业务的获利空间下降，为了保持利润来源，商业银行会加快业务模式

创新，加快中间业务的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首先，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中间业务都带来了有利和不利的影

响，我国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整体呈现资产负债业务获利空间下降、经营风险上升、竞

争压力加剧的状况。其次，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开始向中小企业转移，尽管大型企业信用风险低、

关系资源可利用度高，但是大型企业议价能力强、有多种直接融资方式，银行开始转向议价能力低、

发展潜力大的中小企业。同时，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是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重要条件，稳定健康

的经济环境可以减少市场风险，促进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市场条件的成熟。

（二）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启示

1．重视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发展

商业银行应当更多的加大对新产品创新的投入，利用中间业务打造定制化、创新化的服务，

一方面使非利息收入得到发展，最终达到不再依赖净息差获得收入，化解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个性化建设有特色的品牌形象。

2．优化传统净利息收入业务

商业银行应当综合分析客户的行业特点、资金流转，挖掘客户的供应链关系，加强对客户质

量的管控，减少不良贷款，增加优质贷款，把握好创新和风险的关系。商业银行可以针对不同客

户的特点提供特定的服务。对客户进行精细化分，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风险进行差异定价，同时

注意发觉客户的潜在需求，提高银行精准营销的水平，有利于商业银行更好的展开服务。

3．关注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波动的可能性随之增大，因此银行的风险控制变得尤为重要，

银行内部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决策很多时候直接影响着银行的经营情况，因此银行应当加强对核心

管理人员价值观和业务能力的考评，使核心骨干人员的决策符合整个银行的发展战略。

（指导教师：刘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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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on Commercial Banking Business

Hu Siyu

（School of Finance，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

Abstract：In July 2013 and October 2015, the central bank canceled the lower limit of loan interest rate and the upper limit 

of deposit interest rate. Since then, commercial Banks could decide interest rate by themselves. However, due to the impact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 the increase of market dem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market, banks have to seek for new business models. This paper makes reference to the study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on commercial banks bus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enue 

source. The result of analyzing the data of 10 commercial banks is that commercial banks have to speed up the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diversified services to keep the profitability. Finally, combine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and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some suggestions on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banks are showed in the pa-

per.

Key words: Interest Rate ; Marketization ; Interest Spreads ; Prof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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