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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如何处理银行不良资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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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中国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 ,债务/ 资产比高达 80 %以上 ,相应地 ,银行的不良资产

比重越来越大 ,国有银行也进入了亏损的阶段。正因如此 ,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

中国改革与增长前景的怀疑不断加重 :中国的银行坏债问题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 ,东南亚各

国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中国会不会不久也会陷入危机 ? 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似乎

成了世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在另一方面 ,许多人也认为 ,银行坏债问题已经存在好多年

了 ,中国经济仍在增长 ,近期内似乎也没有陷入金融危机的危险。与此同时 ,从 1998 年起 ,中

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发行政府债券来扩大基础设施投

资。这种增加政府债务的作法 ,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金融风险的疑虑。

本文提出了“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 ,试图系统地回答以上的各种

问题 ,对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进行综合的分析。与此相关 ,本文也将对“坏债”的清理问

题进行一些理论的分析 ,试图清理一下这方面的模糊认识。

一、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与政府债务

中国银行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系统的“坏债”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很高 ,这似乎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准确的数字 ,只能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加以估计。为了最大程

度地估计风险 ,避免低估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采用目前见到的各种估计当中较为严重的一种 ,

即估计不良资产占银行贷款总额的 25 %。

国有企业负债严重 ,当然首先是因为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干预

这种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体制下 ,国有经济这个整体对社会欠下的“坏帐”总会以各种形式发

生 (财政补贴、三角债、工资拖欠、垃圾股票、垃圾债券、通货膨胀 ,等等 ,我们这里暂不详细分

析) 。但以银行坏债这种特殊形式发生 ,其中一个具体的原因 ,就是从 80 年代开始 ,中国政府

逐渐地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责任 ,转移到了银行。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1 从“拨改贷”开始 ,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 ,企业的建立与发展 ,主要依靠

银行贷款 (当然要有政府批准) ,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 ,都是如此。所谓“国有企业”,

11

1999 年第 5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很多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国家财政的投入。

21 当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 ,政府也几乎不再给企业以财政补贴 ,而是由国有银行对其债

务进行延期或追加新债。发生亏损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是经营不善 ,也可以是社会

负担 (如国家抽走了各种本应留下的劳保基金等等) ,也可以是上级决策失误 (有些企业根本就

不该建) ,但只要发生了亏损 ,以前由财政出钱补贴的办法改成了银行追加贷款的办法 ,这是造

成银行坏债增加的一个基本的直接原因。

这也就是说 ,银行坏债实际上起到的是“财政补贴”的作用。搞国有企业而没有国家财政

为其注资和补贴 ,其结果必然是国有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这是“国有经济三位一体”的内

在逻辑。在思考国有企业负债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时 ,我们应该将财政负债的问题联系起来进

行综合考察 ,将国企对银行的坏债视为“准政府债务”,而将国企坏债和政府负债一起都算作

“国家负债”。这一分析首先可以解释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国有经

济而政府负债却特别的低 (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只有 8 %左右) ;另一方面是中国银行

的坏债比重特别的高。

这里要明确的是 ,只有银行“坏债”才构成“国家负债”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坏债”才构成

社会和政府负担 ,必须运用某种国家权力 (税收、国债、货币发行、国际融资等)加以处理。只要

企业还能用自己收入付息还本 ,其负债则不构成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负债”的组成部分。

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 ,即使假定不存在国有经济 ,私人企业和私人银行之间发生的“坏

债”,也具有“外部效应”或“公共性质”,因为由银行坏债引起的银行危机、金融危机 ,会对整个

社会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后果 ,要解决这个问题 ,通常也要由政府出面 ,运用公共

资源 (“纳税人的钱”) 加以处理。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 (如 80 年代的美国 ,当前的日本、韩国

等) ,都表明了这一道理。无论如何 ,从一个经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 ,银行坏债和政府负债 ,都

同样可以视为社会整体的一种债务负担 ,其数量的增长 ,都意味着一个经济金融风险的加大。

从一个经济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的角度考察问题 ,我们也需要将银行坏债与政府负债联

系起来考察。银行坏债率高 ,若政府债务率也高 ,政府在应付风险时的能力就差 ,相反 ,若政府

负债较低 ,危急时刻就可以用增发债务的办法来清理债务 ,稳定经济。一国金融风险的大小 ,

不仅取决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健康程度 ,而且取决于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

二、外债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外债”。中国政府所借外债并不多 ,不构成问题 ,在讨论中甚至

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 ,尽管许多外债是私人部门借的商业贷

款 ,但到头来也都变成国家负债 ,也要由国家或全体国民来承担其后果。对我国来说 ,这个问

题就更严重一点。因为我国的外债 ,即使不是政府借的 ,至少也是国有企业、国有金融公司借

的 ,出了问题都要政府负责 ,都要全体国民承担。因此 ,从国家金融、债务状况的角度分析问

题 ,我们不妨将我国的“全部外债”也都视为政府债务或国家债务来加以计算 ,以最大限度地估

计金融风险。这种债务目前约占我国 GDP 的 14 %左右。

当然 ,更加细致的分析方法是只算“短期外债”,因为就近期风险而言 ,主要是短期债务起

作用 ,引发支付危机。如果这样算 ,我国面临的风险似乎就更小一些 ,因为短期外债占 GD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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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目前只有 115 %左右。即使再多算一些地方上没有登记的短期外债 (如“广信”事件所揭

示的那样) ,最多也不超过 3 % ,以此衡量的金融风险就会更低一些。

对于资本市场已开放的经济来说 ,问题更复杂一些 ,因为还要计算那些流动性较强、能够

很快撤出市场的外国“证券投资”。不过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因此在本文中不予

讨论。这一点请充分注意。本文提出的“国家综合负债”和“国家综合金融风险”的概念 ,只对

我们这样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经济来说 ,是较为“综合”、较为“全面”的 ,对于资本市场

完全开放的经济 ,则还要加进更多、更复杂的因素。我们后面所作的国际比较 ,也只是比较与

我国有可比性的方面 ,而不包括其他一些方面。

三、“国家综合负债率”

以上三项 ,即政府债务、银行坏债和全部外债 ,可以说涵盖了一个经济中已经发生的可能

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国民债务 ,其他一些潜在的、隐含的政府欠债 ,要么可以归结为以上三项

中的一项 (比如政府欠国企职工的“养老基金”债务 ,现在实际上正以企业坏债的形式发生着) ,

要么在经济中有着其他一些对应物 (比如政府对职工的“住房基金”欠帐 ,可以由住房私有化和

拍卖一部分国有资产加以偿还) 。

将以上三项放在一起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国家综合负债率”的概念 ,它在数量上可以由以

下的公式来表达 :

国家综合负债率 =
政府内债余额 + 银行坏债 + 全部外债

名义 GDP(按现价计算)

这可以说是衡量一国金融状况的一个综合指数 ,它包含了在资本帐户尚未开放的经济中

的一些主要的可能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不利因素。

利用这一综合指数 ,我们可以分析以下问题。

(一)经济整体金融风险的大小 (国际比较)

一国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 ,取决于很多经济、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因素。一个经济指标

再“综合”,也不能绝对准确地判断一国经济是否面临陷入危机的风险。但是 ,较为“综合的”指

标总比较为单一、片面的指标要好。利用这种指标进行的横向比较 ,也更能说明问题。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银行坏债较大 ,而政府负债与外债相对较小。因

此 ,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问题较大 ,但“国家综合负债率”总的说来相对较低 ,1997 年底只有

47 % ,1998 年也不超过 50 %。如果只计算中国的短期外债 ,这一指标就更低 ,只有 37 %左右。

而其他亚洲各国的这一比率在 1997 年底都比中国高许多 (见表 1) 。欧洲货币联盟要求各成

员国达到的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率标准为 60 % ;美国的同一指标也长期高达 70 %(请注意发

达国家银行坏债较少 ,而且由于政府不干预银行信贷活动 ,出了坏债政府的责任也较小 ,因此

我们只计算政府负债) 。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银行系统坏债问题如此严重 ,问题比别的一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

家可能更大 ,但仍能保持经济稳定 ,经济还能增长 ,近期内也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威胁。那种

仅仅根据中国银行系统坏债较多就预言中国不久也将陷入经济危机的简单推断 ,之所以不正

确 ,就是没有综合地分析一个经济的整体经济负担。而当人们之所以没能及时地预测出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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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一些国家会陷入经济危机 ,也是只看到了一部分债务指标 ,而缺乏综合的观点。比如若只看

政府债务 ,韩国和泰国当时情况似乎都不错。但若将非政府部门的银行坏债和短期外债都加

到一起进行分析 ,结论就会大不一样了。

表 1 　 国家综合负债及金融风险指数的国际比较 (1997 年底)

国家 日本 泰国 印尼 韩国 备注

(1)全部外债 (Billion ＄) 3 　9118 　13612 　15514 WB &ADB data base

(2)全部外债 (Billion 本币) 315110 41276010 14017010 根据年平均汇率计算

(3)政府内债 (Billion 本币) 50835413 6913 627815 2854310 未偿付国内债务余额

(4)银行坏帐率 ( %) 1213 2616 3215 2512 J PM 估计 1998 - 2 ;

(5)银行贷款总额 (Bn 本币) 62486410 772316 36173619 55848110 美林公司 199824 提供

(6)坏帐总额 (Billion 本币) 7685813 205415 11756415 14073712 (6) = (5) ×(4)

(7) GDP(Billion 本币) 51186410 482710 57877910 41064719 IMF1998 年报

(8)综合负债指数 ( %) 11413 10913 9217 7514 综合负债指数 =
{ ( (2) + (3) + (6) ) / (7) } ×100

(9)通货膨胀率 ( %) 117 516 1111 415 GDP 平均指数

(10)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 %) 11610 11419 10318 7919 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
{ (8) + (9) }

3 汇率 (1 ＄= ? 本币) 11914 3413 303510 90210 全年平均汇率

　　参考数据网页 :

　(1) http :/ / www. boj. or. jp/ en/ link/ link 　f . htm

　(2) http :/ / www. bi. go. id/

　(3) http :/ / www. worldbank. org/ html/ extdr/ data. htm

　(4) http :/ / www. bot . or. th/ research/ public/ DataBank/ databank. htm

　(5) http :/ / bok. or. kr/ kobank/ owa/ stats3 　e ? i 　lp = stats &i 　top = stats &i 　subject

(二)宏观政策选择

对一国“国家综合负债”的债务结构分析 ,有利于我们宏观政策的选择。当前中国经济面

临增长率下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这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中 ,哪种更为合适、有利 ? 给定其他种种因素 ,从“综合债务”的结

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中国经济银行负债较大、政府负债较小的状况下 ,最大的风险来自

银行坏债 ,因此 ,当前较为合适的政策组合是 :保持较紧的信贷政策而较多地利用财政扩张政

策 ,从而一方面继续保持银行改革、企业改革的压力 ,力求降低银行坏债的比重 ,另一方面扩大

内需、保持经济的增长。

由于我国“国家综合负债率”较低 ,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相对更低 ,利率仍低于经

济增长率 (关于这个关系见后面的分析) ,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增加一些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 ,确

保经济的持续增长 ,虽然不可避免地会使“国家综合负债率”以及相应的金融风险有所加大 ,但

在假定经济体制问题不继续恶化 (而是加大改革力度 ,包括控制银行坏债和清理对外不良债

务)的前提下 ,这种政策不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不会发生“债务爆炸”。也就是说 ,目前对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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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还有一定的“发债余地”。

从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的关系的角度看 ,如果我们能通过改革控制银行坏债的增长 ,我们

的宏观政策就有更大的操作余地 ,就能更多地借债 (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来支持经济的增长。

四、通货膨胀与“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对于化解银行债务和政府债务

问题有利 (相反 ,通货紧缩对于化解债务问题不利) ,因为它可以使债务相对贬值 ,使我们的“国

家综合负债率”因分母的增大而缩小 (通货膨胀也可以视为一种隐含的税收或“财政盈余”) 。

但是 ,通货膨胀也会从另一个方面增大金融风险 :

第一 ,在固定汇率条件下 ,通货膨胀导致币值高估 ,引起金融市场波动 ,就象一些东南亚国

家前两年发生的那样。

第二 ,在已经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政府就很难再用增发货币、增发债务的办法来应付

金融体系中的困难 ,化解债务过高的问题 ,更不用说通货膨胀本身会引起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为了将通货膨胀的不利方面也考虑进来 ,我们在前面“国家综合负债率”的基础上 ,进一步

构造了以下的“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
政府内债余额 + 银行坏债 + 全部外债

名义 GDP(按现价计算) + 通货膨胀率

利用这一指数进行分析 ,当前的“通货紧缩”一方面是不利的因素 ,因为它使已经存在的债

务相对升值 (因为它导致分母“名义 GDP”缩小) ,但在另一方面 ,它又有其正面的影响 ,因为它

使政府增发债务、增发货币的余地加大。事实上这相当于是在说 :通货紧缩的形势要求政府采

取扩张性的政策 ,而且这时增发一些债务引起金融风险扩大的程度相对较小。按此公式计算

的中国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1998 年底为 47195 % ,低于国家综合负债率 50153 % ,就表明了

这一点 (见表 2) 。

表 2 中国金融风险指数

1997 1998 1998 3

银行坏债占 GDP 比重 25105 27119

政府国内债务占 GDP 比重 7132 8178

全部外债占 GDP 比重 14170 14157

其中短期外债占 GDP 比重 1153 115

国家综合负债率 47107 50153 37145

通货膨胀率 018 - 216

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47187 47195 34185

　　3 此栏内数字只含短期外债。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1997 ;财政部 ;《1998 年中国

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以上这个“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可以说涵盖了有关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因素。既有

前些年人们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最为重视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又有最近两年因亚洲

金融危机的教训而使人们逐步加以重视的

“私人部门债务”(银行坏债和外债) 。通过对

这个指数的观察与分析 ,我们可以及时地对

整个经济的宏观金融风险加以控制。当然 ,

必须认识到 ,任何“指数”都只具有“指数”的

意义 ,只是现实情况中一些经济关系的一种

反映 ,而不是全部反映 ,不可能完全和准确地

表明现实中的一切关系、一切趋势。利用一

些指数 ,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分析现实 ,但任何

指数都不可能代替更加全面的经济分析。

以上的分析表明了中国还有一定的“发

债余地”,以便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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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的是 ,短期内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 ,因此需要扩张性的

宏观经济政策 ,这种扩张性政策就短期来看对控制金融风险有利 ;但是 ,从长期来看 ,任何宏观

政策都不能替代体制改革 ,只有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金融风险。只不过这是不同层面上的

关系 ,我们不在一篇文章中一起论述罢了。

五、银行坏债如何消除 :重要的问题仅在于控制增量而不在于清理存量

以上的分析只是一种“静态”的分析。从动态的角度看 ,与各种债务相联系的金融风险以

及这种金融风险发展、演变的情况 ,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 (债务的)利息率、坏

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为了较为方便地分析问题 ,也更为深入地讨论对中国经济来说目前最为“头痛”的问题即

银行坏债 ,我们就集中地以银行坏债的清理问题为例来对动态过程中的债务金融风险问题加

以讨论。我们不妨假定一切对国企的补贴都是通过银行坏债实现的 ,假定国家综合负债只包

含银行坏债 ,则前面分析的一切问题都必须通过解决银行坏债来加以解决。

以 D 代表“银行坏债”;以 gd 代表坏债的每年的增长幅度 ,它近似地是坏债本金的增长率

与债务利息率的和 ;g 代表名义 GDP 的增长率 ,它近似地是 GDP 实际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

和 ;以 B 代表“坏债/ GDP 比率”,t 代表时间 (年头) ,0 代表初始年份 ,则我们有以下关系式 :

Bt =
D0 (1 + gd) t

GDP(1 + g) t

在动态过程中 ,当 gd < g 我们有

Bt =
D0 (1 + gd) t

GDP(1 + g) t 　t →∞　
0

上述关系式表明 ,给定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只要使坏债的增长率得到控制 ,使之低于经济

增长率 ,长期看 ,坏债的问题就不会趋于“爆炸”(Bt ∞) ,而是会逐步得到缓解 ,并随着改革

的进展而逐步消除。

这一关系有以下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 :

第一 ,解决坏债问题根本上要着眼于控制增量 ,也就是要着眼于体制改革 ,使坏债今后减

少发生。只有坏债的增长得到控制 ,问题才可能解决 ,才能走出困境 ,否则便是陷入恶性循环 ,

最后发生金融危机。这里的改革 ,首先重要的是企业的改革和政府的改革 ,也就是“花钱者”的

改革 ,否则坏债问题的根子将不会被拔除。银行本身的改革当然也很重要 ,从短期内看首先要

加强风险管理 ,尽可能减少坏债 ;从中长期看 ,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金融体制 ,

鼓励非国有银行的发展 ,发展银行业的竞争 ,从产权关系上进一步加强对风险的控制。

第二 ,“清理已有坏债”是不重要的。现有的坏债存量 ,是已经花出去了的钱 ,再清理也是

收不回来的。而当前面对的 D0 再大 ,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

下 ,与其用政府支出的办法去清理坏债 ,不如使它们继续保持在企业和银行的平衡表上 ,反倒

有利于保持对企业和银行的一种“改革压力”。否则 ,体制没有改 ,今天清理了明天又会冒出

来。不清理现有的坏债 ,而是着力于控制增量 ,存量的问题到日后会更容易地得到解决。

从以上的公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只要我们从今天起控制住了坏债的增长率 gd ,使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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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增长率 g ,则不管最初的坏债 D0 有多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坏债率都会逐步降

低 ,处理起来会越来越容易。

需要明确的是 ,在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的问题上 ,应将“坏债率”B 的缩小作为目标 ,而不是

将减少坏债的绝对额作为目标。而要想保证坏债的问题不日趋恶化 ,最根本的就是要确保经

济增长率高于坏债的增长率。这就是为什么 :第一 ,体制改革是重要的 (以确保坏债增长率下

降) ,第二 ,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它使坏债的比率下降) 。

再做进一步细致的分析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以上公式中的另外两个隐含的关系 :

第一 ,“坏债率”的分子中所包含的“坏债增长率”gd 近似地等于坏债本金的增长率与利息

率的和 ,其含义是今后还本付息的总额的增长率。坏债本金的增长 ,当然越低越好 ,这取决于

体制改革。而给定坏债增长率 ,债务的利息率越低 ,债务增长所引起的风险越小 ,反之则越大。

这意味着 ,在利率较低的情况下 ,为了实行扩张性政策 ,增加一些债务 ,所会引起的风险较小。

第二 ,“坏债率”的分母中所包含的“GDP 名义增长率”(近似地) 等于 GDP 实际增长率与

通货膨胀率的和。这实际上也是说通货膨胀对解决坏债问题有利而通货紧缩对解决坏债问题

不利。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每年有 7 %的 GDP 实际增长率 ,同时有 5 %的通货膨胀 ,我们的坏

债 ,每年就相对贬值 12 % ;如果坏债就那么多 ,改革使坏债不再增长 ,5 年的时间内 ,尽管我们

一点清理坏债的事情也不做 ,我们的坏债率仍然可以相对地减少 50 %。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

清理坏债是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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