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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论文主要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就走廊降低利率波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理论上ꎬ本文

通过建立局部均衡模型说明走廊运作的具体机理ꎬ证明了缩减走廊宽度及提高走廊上限工具便

利性有利于强化波动平抑功能ꎻ实证上ꎬ文章结合虚拟变量和 ＧＡＲＣＨ 模型对中国走廊波动平

抑效果进行了检验ꎮ 结论显示ꎬ２０１５年 ３月相比 ２０１５年 １１ 月下调 ＳＬＦ 利率后ꎬ利率波动的下

降更加明显ꎮ 但前一次调控的幅度不及后一次ꎮ 本文推测是 ２０１５年一季度 ＳＬＦ试点范围的扩

大提升了上限工具的便利性并强化了 ２０１５年 ３月的调控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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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与文献回顾

利率走廊属于一种货币政策调控模式ꎮ 在该模式下ꎬ央行以贷款、存款便利工具作为走廊的上、下限ꎬ并
承诺在上、下限利率水平上无限量满足机构的贷存款需求ꎮ 因此ꎬ市场利率便不会超出上下限之间ꎬ限制了利

率的波动范围ꎮ 同时ꎬ为使市场利率稳定在政策目标附近ꎬ央行还会辅以公开市场操作进行调控ꎮ
走廊发展的重要背景即是各国在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渐不如人意下纷纷开始向价格型转变ꎮ 目前使用

走廊机制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欧盟等ꎮ 中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了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

向价格型的过渡ꎮ 截至目前ꎬ中国在走廊构建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常备借贷便利利率(ＳＬＦ)与超额准备

金利率一起构成了中国走廊的上下限)ꎬ但离完备的走廊机制仍有着一定距离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本文以利

率走廊为题ꎬ就其平抑利率波动的功能进行了理论和实证上的探讨ꎬ以期能为中国未来走廊机制的完善提供

些有益的参考ꎮ
文献方面ꎬ国外对利率走廊的研究起步较早ꎬ相关成果较多ꎮ 早期研究中ꎬ最先提出走廊模式的是 Ｗｉｃｋ￣

ｓｅｌｌ[１]:他认为可在央行存款、贷款利率的基础上构筑一个利率走廊ꎮ Ｐｏｏｌｅ[２]对银行准备金需求管理进行了

研究ꎬ并为后来的走廊理论探讨奠定了基本框架ꎮ 在走廊运行机制方面ꎬＷｈｉｔｅｓｅｌｌ[３]提出了自愿和法定准备

金要求、无准备金要求三种走廊模式ꎮ Ｄｏｔｓｅｙ[４]则认为可以在准备金供需决定市场利率的情形下引入走廊系

统控制利率波动ꎮ Ｋｅｖｉｎ[５]认为走廊降低利率波动的主要条件有二:基于上下限的套利能够施行ꎻ银行以利润

最大化为动机ꎮ Ｖｉｃｔｏｒ和 Ｇａｂｒｉｅｌ[６]认为走廊模式下中央银行是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储备需求并引导市场预

期来降低短期利率波动的ꎮ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７]则以几何模型阐述了对称走廊系统的基本原理ꎮ Ｇｏｏｄｈａｒｔ[８]对不对称

走廊进行了研究ꎬ认为对走廊参数适当调整后便能适用于更多种类的货币环境中ꎮ Ｋｅｉｓｔｅｒ 等[９]则对 ２００８ 年

后兴起的地板系统进行了介绍ꎮ 该系统中ꎬ央行通过提供较多准备金以将市场利率钉在走廊下限ꎬ实现了利

率和流动性政策的分离ꎮ 在最优利率走廊方面ꎬＣｕｒｄｉａ 和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１０]以及 Ｂｅｒｅｎｓｔｅｎ 和 Ｍｏｎｎｅｔ[１１]分别从税

收、抵押品角度构建模型解释了最优走廊宽度为正的原因ꎮ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Ｍｏｎｎｅｔ[１２]基于理论分析认为走廊系统

效果好于公开市场操作ꎬ但最优的选择应该是走廊和公开市场操作配合的模式ꎮ Ｕｌｒｉｃｈ和 Ｊｕｌｉｕｓｚ[１３]还讨论了

走廊宽度对市场利率及流动性管理的影响ꎬ认为宽度是政策执行中的一个关键变量ꎮ 对各国走廊的实践ꎬ
Ｌｅｅ[１４]认为走廊机制下央行还可通过在准备金考察中赋予银行更多灵活性空间来进一步减少利率的波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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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ｓｔ等[１５]建议扩大作为下限的 ＯＮ ＲＲＰ 申请机构范围以提升走廊的利率控制效果ꎬ这对完善中国的走廊具

有借鉴意义ꎮ 而走廊最终发挥作用需要一个高效的利率传导渠道ꎬ国外学者提出的传导低效问题应引起我们

的注意:Ｃｈｅｎ等[１６]实证发现银行贷款对货币政策不敏感ꎬＢｅｒｋｅｌｍａｎｓ 等[１７]觉得中国对利率的直接调控效果

不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比ꎬ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很少用此工具的原因ꎮ
国内对利率走廊问题的研究开始较晚ꎬ且现存文献大多集中于对外国走廊实践经验的介绍ꎬ理论及实证

研究的成果较少ꎮ 理论方面ꎬ毛泽盛和李鹏鹏[１８]建立了在准备金付息条件下基于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走

廊系统模型ꎬ并对该系统在中国实践的有效性、可行性进行了实证分析ꎮ 牛慕鸿等[１９]从博弈论和供求均衡角

度出发得出了两个结论:在利率走廊机制下ꎬ中央银行的承诺会显著降低银行的预防性需求ꎬ致使市场出现极

端情况的可能性大大减少ꎻ利率走廊配合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有助于在稳定市场的情况下减少政策实施

成本ꎮ
实证方面ꎬ胡海鸥和贾德奎[２０]通过检验发现中国短期利率波动明显大于已建立走廊机制的加、日、英、美

四国ꎮ 申琳[２１]利用 ＧＡＲＣＨ模型对中国、欧元区、英国、美国等的利率数据进行了检验ꎮ 结果同样显示中国

短期利率波动明显偏高ꎮ 在走廊平抑利率波动方面ꎬ丛剑锋[２２]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常备借贷便利实施以来ꎬ隔
夜拆借利率波动已经下降了很多ꎻ且随着该利率作为走廊上限的逐步下调ꎬ隔夜拆借利率的波动更加趋于平

缓ꎮ 黄小英与刘婷[２３]基于 ＧＡＲＣＨ模型和已建立走廊机制国家的利率数据证明了走廊具有平抑利率波动的

功能ꎮ 在走廊基准利率设置上ꎬ曲彬[２４]对同业拆借利率作为中国走廊机制操作利率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ꎬ结
果显示ꎬ其已能及时反应物价水平和产出缺口的变化ꎬ具备作为操作利率的潜质ꎮ 杨迪川[２５]就走廊基准利率

选择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实证ꎮ 他认为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相比拆借利率对中国货币政策更为敏感ꎬ且交

易规模更大ꎬ因此质押式回购利率是基准利率的更好选择ꎮ
对于中国走廊机制的发展ꎬ孙彬彬等[２６]认为中国应该从通胀目标锚定、加强银行运用 ＳＬＦ 的主动性、研

究公开市场操作配合的具体模式三个方向推进中国的利率走廊机制建设ꎮ 鉴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不高ꎬ
孟士清[２７]认为中国需要培养一个竞争充分、规模较大的同业拆借市场和有效的走廊上下限工具ꎻ逐步降低准

备金要求ꎻ疏通从拆借利率变动到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ꎮ 王莹[２８]认为中国实行走廊系统的条件

已有改善ꎬ但目前中国仍只是以利率走廊模式辅助公开市场操作ꎮ 未来中国应分步推进建立利率走廊模式并

同时促进中国在基准利率培育、货币市场开放等方面的发展ꎮ 巴曙松与尚航飞[２９]和官慧与刘义圣[３０]梳理了

走廊系统的国际经验ꎮ 对中国走廊的发展ꎬ他们提出了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债券市场的广度深度以疏

通利率传导途径等建议ꎮ 方先明[３１]从走廊运行条件、机理等角度为中国走廊系统提出了在充分竞争市场下

构建对称机制的建议ꎮ 刘兆强与倪全学[３２]和徐慧伦等[３３]基于对他国经验的研究ꎬ就超额存款准备金作为中

国下限的观点表示怀疑ꎬ认为中国未来应选择一个更合理的下限以收窄走廊宽度ꎮ
本文则注重于从理论、实证两个角度探讨走廊系统降低利率波动的问题:(１)构建了局部均衡模型来说

明走廊宽度、上限工具便利性对走廊波动平抑效果的影响ꎻ(２)采用了在 ＧＡＲＣＨ族模型中引入截距虚拟变量

的方法来验证中国走廊效果的显著性ꎮ 理论模型的基础假设源于对毛泽盛和李鹏鹏[１５]框架的完善:鉴于大

多数利率走廊均是以同业利率作为操作对象ꎬ本文将银行资金运用为“准备金和债券”的假设修改为“准备金

和同业市场”ꎮ

理论模型的构建

本章构建了理论模型来描述利率走廊框架ꎬ并对该机制的三点结论进行了严格证明:(１)通过改变上、下
限利率水平会引起市场均衡利率的同方向变动ꎻ(２)央行可通过降低走廊上限ꎬ缩减走廊宽度来强化走廊的

波动平抑功能ꎻ(３)提升上限工具便利性的效果类似降低走廊上限利率:不仅会降低均衡利率水平ꎬ同时也能

减少均衡利率的波动ꎮ
１、局部均衡框架的建立

假设商业银行没有初始资本ꎬ且每日拥有固定资金 Ｆ进行支付ꎬ银行会将资金用于三种用途:法定存款准

备金 Ｒｓꎬ超额存款准备金 Ｒｅꎬ同业贷款 Ｌ(Ｌ为正代表该银行在同业市场中为资金供给方ꎻ为负则表示该银行

是市场中的资金需求者)ꎮ 又假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 ρꎬ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利率为 ｒｓꎮ 上述假设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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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 Ｒ ＋ Ｌ ＝ Ｒｓ ＋ Ｒｅ ＋ Ｌ (１)

Ｒｓ ＝ ρ∗ Ｆ (２)
　 　 在该模型中银行将依照如下顺序行动:首先ꎬ各家银行会确定自身除去法定存款准备金部分后剩余的固

定支付资金 １－ρ( )∗Ｆ 在超额存款准备金 Ｒｅ 和同业贷款 Ｌ 间的分配ꎻ其次ꎬ各家银行根据确定的同业贷款 Ｌ
在同业市场上进行交易并最终确定均衡的同业市场利率 ｒꎻ之后ꎬ银行会得到一个日间信用净额 Ｐ(该变量是

随机变量ꎬ服从[０ꎬＰｍ]间的均匀分布)ꎬ银行以自己的超额准备金 Ｒｅ 来支付 Ｐꎮ 如果额度不够ꎬ银行将申请

央行利率为 ｒ０ 的贷款弥补缺额ꎮ 以上可表示为:

Ｒｅ ＋ Ｌ ＝ １ － ρ( ) ∗ Ｆ ＝ Ｋ (３)

Ｐ ~ Ｕ[０ꎬＰｍ] (４)
　 　 根据上述内容ꎬ假设银行以期望利润最大化为目标ꎬ则银行利润可写为:

π ＝ ｒｓ∗ Ｒｓ ＋ Ｒｅ( ) ＋ ｒ∗Ｌ － ｒ０∗ Ｅα
ｉ
 (５)

　 　 其中的 Ｅ ｉ 为一个随机变量ꎬ代表着日间支付净额超出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的部分ꎬα 则是成本系数ꎬ代
表着银行在自身金额不足时从央行取得融资的便利度ꎮ 它满足条件:α≥１ꎮ 变量的相关条件可表示如下:

Ｅ ｉ ＝
Ｐ － ＲｅꎬＰ － Ｒｅ ≥ ０

０ꎬＰ － Ｒｅ < ０

ì

î

í

ïï

ïï

(６)

　 　 给定 Ｒｅꎬ对(５)式两边取期望有:

Ｅ π( ) ＝ ｒｓ∗ Ｒｓ ＋ Ｒｅ( ) ＋ ｒ∗Ｌ － ｒ０∗
Ｐｍ － Ｒｅ( ) α＋１

Ｐｍ∗ α ＋ １( )
(７)

　 　 求导可解得最优超额存款准备金 Ｒ∗ｅ 和银行同业贷款额 Ｌ∗分别为:

Ｒ∗ｅ ＝ Ｐｍ －
ｒ － ｒｓ( ) ∗Ｐｍ

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α

(８)

Ｌ∗ ＝ Ｋ
－ － Ｒ∗ｅ ＝ Ｋ

－ － Ｐｍ ＋
ｒ － ｒｓ( ) ∗Ｐｍ

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α

(９)

　 　 因为在同业市场中ꎬ必定同时存在资金的供给者和需求者ꎬ也就是各家银行的 Ｌ∗会有正有负ꎮ 为简化分

析ꎬ本模型假设存在两家代表性银行分别作为同业市场中的供给、需求方ꎬ其均拥有相同的最大日信用支付

Ｐｍ、成本系数 αꎬ但因为日固定支付资金 Ｆ 的不同使其分别产生了正的和负的同业贷款额 Ｌ∗ꎮ 如式(１０)和
(１１)所示:

Ｋ
－
１ ＝ １ － ρ( ) ∗ Ｆ１ > Ｐｍ －

ｒ － ｒｓ( ) ∗Ｐｍ

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α

(１０)

Ｋ
－
２ ＝ １ － ρ( ) ∗ Ｆ２ < Ｐｍ －

ｒ － ｒｓ( ) ∗Ｐｍ

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α

(１１)

　 　 其中银行 １拥有正的同业贷款额ꎬ因此是同业市场上的供给方ꎻ银行 ２有负的同业贷款额ꎬ即为市场上的

需求方ꎮ 联立式(１０)和(１１)求得同业市场均衡利率为:

ｒ ＝ ｒｓ ＋
Ｐｍ － Ｋ

－
３( ) α

Ｐｍ
∗ｒ０ (１２)

　 　 其中 Ｋ３ ＝ (Ｋ１＋Ｋ２) / ２ꎬ因为同业拆借利率 ｒ 必定大于央行制定的存款准备金利率ꎬ否则银行不会愿意在

同业市场上供给资金ꎬ因为将所有可分配资金划分为超额准备金会有更高的收益ꎮ 因此有假定:

Ｐｍ > Ｋ
－
３ (１３)

　 　 同时ꎬ同业拆借利率 ｒ 不会超过央行提供的贷款利率 ｒ０ꎬ否则银行会尽量将除去法定准备金部分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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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额用于同业市场贷款ꎬ并在日间信用支付额确定后ꎬ利用央行贷款来弥补流动性缺口ꎬ因此亦有:

Ｐｍ － Ｋ
－
３( ) α

Ｐｍ
<

ｒ０ － ｒｓ
ｒ０

(１４)

　 　 ２、局部均衡模型的分析

从式(１２)可以看出利率走廊的特点:当中央银行需调整同业市场均衡利率 ｒ 时ꎬ其可通过改变作为下限

的存款准备金利率 ｒｓ 或是上限的贷款利率 ｒ０ 来达到目的ꎮ 两者的变动都会引起市场均衡利率 ｒ 的同方向移

动ꎮ 同时ꎬ在给定其他参数下ꎬ成本系数 α 和均衡利率 ｒ 亦呈正相关:更高的 α 会导致更高的市场均衡利率 ｒꎮ
有关参数对走廊波动平抑功能的影响ꎬ我们可通过如下步骤考察:
先将式(１２)两边对 Ｐｍ 求导ꎬ可得:

ｄｒ
ｄＰｍ

＝
α Ｐｍ － Ｋ

－
３( ) α－１∗Ｐｍ － Ｐｍ － Ｋ

－
３( ) α

Ｐｍ
２ ∗ｒ０ ＝

Ｐｍ － Ｋ
－
３( ) α－１

Ｐｍ
２ ∗ α － １( ) ∗Ｐｍ ＋ Ｋ

－
３[ ] ∗ｒ０ > ０ (１５)

　 　 可以看出ꎬ当最大日信用支付额 Ｐｍ 上升ꎬ也代表着日信用支付额 Ｐ 的波动范围变大时ꎬ均衡利率将会上

升ꎮ 例如某日ꎬ市场受到一个外部冲击以致银行的 Ｐｍ 临时性上升ꎬ此时均衡利率 ｒ 会上涨ꎻ冲击影响渐渐消

散后ꎬ同业市场的均衡利率 ｒ 才会渐渐回归原位ꎮ 根据连续函数的微分公式:
ｄｆ ｘ( ) ≈ ｆ′ ｘ０( ) ∗ｄｘ (１６)

　 　 决定均衡利率 ｒ 变动幅度的因素包括 Ｐｍ 变化量和导数(ｄｒ / ｄＰｍ)ꎮ 显然ꎬ走廊上限利率 ｒ０ 与(ｄｒ / ｄＰｍ)呈
正相关ꎬ即降低上限利率 ｒ０ 除了能降低均衡利率 ｒ 的水平外还可以降低其波动幅度以强化走廊的波动平抑

功能ꎮ
更进一步的ꎬ如果将 Ｐｍ 看成一个随机变量ꎬ则对式(１２)两边取方差ꎬ有:

Ｄ ｒ( ) ＝ ｒ０ ２∗Ｄ
Ｐｍ － Ｋ

－
３( ) α

Ｐｍ

æ

è
ç

ö

ø
÷ (１７)

　 　 即给定其他因素下ꎬ市场利率 ｒ 的方差与上限利率 ｒ０ 的平方成正比ꎮ 央行可以通过降低上限利率 ｒ０ 达
到减少市场利率波动的目的ꎮ

而成本系数同样也影响着走廊下均衡利率的波动:根据式(１５)ꎬ在同样的 Ｐｍ 变化幅度下ꎬ贷款的可得性

越好ꎬ导数(ｄｒ / ｄＰｍ)越低ꎬ则均衡利率的变动幅度越小ꎬ意味着市场利率的波动越小ꎻ同样在式(１７)中ꎬ假定

Ｐｍ－Ｋ
－
３( )≫１ꎬ成本系数 α 越小ꎬ则 Ｄ

Ｐｍ－Ｋ
－
３( ) α

Ｐｍ

æ

è
ç

ö

ø
÷ 越小ꎬ均衡利率的方差越低ꎮ 即降低成本系数 α 同样能强化

走廊平抑波动的功能ꎮ
综合上述推导可得出结论:利率水平越低可得性越好的上限贷款工具将更有利于走廊降低市场利率波

动ꎮ 故实际中ꎬ央行可以尽力破除一些难以估计的不利于市场主体申请上限工具的障碍ꎬ以期能更好的运用

走廊机制来降低市场的短期利率波动ꎮ

实证研究

利率走廊作为价格型框架下的一种机制ꎬ其建立无疑将有利于降低短期利率波动ꎮ 而前文的理论研

究表明:降低走廊上限能够强化走廊的波动平抑功能ꎮ 下文将结合中国市场数据就两个问题进行实证:
(１)在利率走廊初步成形后ꎬ中国的短期利率波动是否有显著降低ꎻ(２)上限利率下调后短期利率波动是

否显著减少ꎮ
１、数据选取与来源

利率走廊调控的均衡利率应是市场的基准利率ꎮ 但目前中国市场尚没有较为明确的基准利率ꎬ因此在实

证分析中应选择出一个具有基准利率特质的替代变量进行研究ꎮ
从世界范围看ꎬ基准利率较为常见的包括回购利率和银行间拆借利率ꎮ 而学界支持较多的两种备选基准

利率也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Ｓｈｉｂｏｒ)和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Ｒｅｐｏ)ꎮ 本文选择以回购利率作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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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进行实证ꎬ主要是考虑到 Ｓｈｉｂｏｒ作为一种报价驱动型利率ꎬ其目前无论是在交易量还是参与主体的广泛

度上都远不及回购利率ꎬ市场代表性不佳ꎮ 具体品种上ꎬ本文放弃了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ＤＲ００７)而
选用七天回购移动平均利率(Ｒ００７)是因为 ＤＲ００７数据起点为 ２０１４ 年末ꎬ时间区间有限ꎮ Ｒ００７ 是一个统计

综合指标ꎬ覆盖了回购期限从 ２到 ７天的质押式回购交易ꎮ 为了使指标能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ꎬ该指标在以

成交量进行加权计算前进行了“除头去尾”的处理ꎬ以防受干扰数据影响ꎮ 鉴于上述特性ꎬ本文决定选用

Ｒ００７来实证中国利率走廊机制的相关问题ꎮ 同时ꎬ考虑到在 ２０１３年创设之初ꎬ央行的 ＳＬＦ操作对象较少ꎬ工
具效果必极其有限ꎮ 故本文以 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２０日央行将 ＳＬＦ对象覆盖到十省市分支机构的时间作为走廊成

形的原点ꎬ并以该时点前后的数据就中国走廊降低利率波动的有效性进行实证ꎮ
时间跨度上ꎬ本文针对两实证问题所选样本分别为从 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４日到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３１日和 ２０１４年 １

月 ２０日到 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２６日间的 Ｒ００７(Ｂ１ｗ)交易日日度数据ꎮ 数据来源为 Ｗｉｎｄ资讯ꎮ
２、实证方法说明

图 １　 Ｒ００７ 时间序列图(２０１３ ０１－２０１７ ０１)

实证上ꎬ本文采取了在其他同类文献中较为少见的方法:通过在 ＧＡＲＣＨ 模型的波动率方程中引入截距

虚拟变量并检验其显著性来考察特定连续时间段的利率波动是否有明显的变化ꎮ 同时由于利率序列可能存

在杠杆效应ꎬ本文还额外建立了 ＥＧＡＲＣＨ模型与 ＧＡＲＣＨ模型比对ꎬ并尝试采取正态、学生 ｔ 和广义误差分布

来捕捉利率序列的厚尾特征ꎮ
３、实证分析结果

(１)中国走廊成形前后的利率波动分析

图 ２　 Ｒ００７ 时间序列图(２０１３ ０１－２０１４ １２)

表 １　 Ｒ００７ 序列描述性统计表

统计量 平均数 中位数 峰度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实施前 ４ １３ ３ ８９ ７ ３９ １ ２３ ２ ４８ １１ ６４
实施后 ３ ５９ ３ ４１ ２ ８６ ０ ７１ ２ ２２ ６ ５８

图 ２展示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两年的银行间市场 ７天回购日加权利率(Ｒ００７)、ＳＬＦ七天期利率以及超额存款准

备金利率数据ꎮ 可以看到ꎬ在 ２０１４年初央行开始扩张 ＳＬＦ操作试点ꎬ中国走廊机制开始成形后ꎬＲ００７ 在一年

内均处于走廊区间内ꎬ且变动幅度似较实施前有显著下降ꎮ 对走廊成形前后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ꎬ可
以看出:Ｒ００７利率的标准差在 ２０１３年后下降较明显ꎬ这也初步验证了利率波动确有降低ꎮ

如前文所述ꎬ本文尝试建立了基于正态、学生 ｔ 和广义误差分布(ＧＥＤ)新息的 ＧＡＲＣＨ、ＥＧＡＲＣＨ 模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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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模前ꎬ文章对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画出其自相关和偏自相关图ꎬ发现可构建基于 ＡＲ(１)均值方程的

ＧＡＲＣＨ模型:
表 ２　 Ｒ００７ 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１)

变量 检验形式 检验统计量 Ｐ 值

Ｒ００７ (Ｃꎬ０ꎬ６) －４ ５８ ０ ００

图 ３　 Ｒ００７ 自相关、偏自相关系数

表 ３　 Ｒ００７ 序列 ＡＲＣＨ 效应检验结果

滞后阶数 １ ２ ３ ４ ５
统计量 ８４ １８ ４２ ５２ ２８ ９８ ２２ ０７ １７ ６０

故有如下模型方程:
ＧＡＲＣＨ

ｒｔ ＝ ｃ１ ＋ ＡＲ － １( ) ∗ｒｔ －１ ＋ ｅｔ (２０)
σ２ｔ ＝ ｃ２ ＋ ｃ３∗ｅ２ｔ －１ ＋ ｃ４∗σ２ｔ －１ ＋ ｃ５∗ｄｃｒ (２１)

　 　 ＥＧＡＲＣＨ
ｒｔ ＝ ｃ１ ＋ ＡＲ － １( ) ∗ｒｔ －１ ＋ ｅｔ (２２)

ｌｎ σ２ｔ( ) ＝ ｃ２ ＋ ｃ３∗
ｅｔ －１
σｔ －１

＋ ｃ４∗
ｅｔ －１
σｔ －１

＋ ｃ５∗ｌｎ σｔ( ) ＋ ｃ６∗ｄｃｒ (２３)

　 　 式(２１)和(２３)中ꎬｄｃｒ 为截距虚拟变量ꎬ在走廊成形前取 ０ꎬ之后取 １ꎮ 在估计 ＧＡＲＣＨ 前ꎬ对 Ｒ００７ 进行

单位根检验ꎬ发现序列平稳ꎮ 同时从 Ｒ００７ 的自相关偏自相关图 ３ 中可以看出合适的均值模型为 ＡＲ(１)过
程ꎮ 对 ＡＲ(１)的残差进行检验ꎬ发现 ＡＲＣＨ效应显著ꎬ可尝试构建 ＧＡＲＣＨ 模型ꎮ 故在接下来的 ＧＡＲＣＨ 中

均以 ＡＲ(１)为均值方程进行估计ꎮ 并以系数显著性、拟合后的 ＡＲＣＨ￣ＬＭ检验、均值方程残差的白噪声性等

为标准进行筛选ꎬ表 ４是拟合效果较好的模型虚拟变量系数汇总结果:
表 ４　 ＧＡＲＣＨ 族模型虚拟变量系数汇总情况(１)

模型 ＧＡＲＣＨＺ ＧＡＲＣＨｔ ＧＡＲＣＨＧＥＤ
系数(ｐ 值) ＼ －０ １９２(０ ７８７) －０ ０１３(０ ０４６)
模型 ＥＧＡＲＣＨＺ ＥＧＡＲＣＨｔ ＥＧＡＲＣＨＧＥＤ
系数(ｐ 值) －０ ０４７(０ １３１１) －０ ２７６(０ ００６９) －０ １３５(０ ０７９７)

在系数显著度方面ꎬ除了 ＧＡＲＣＨｔ以外ꎬ各模型 ｐ 值都较低ꎬ可以验证 Ｒ００７序列在实施前、后ꎬ序列波动

率水平是有明显差异的ꎮ 同时ꎬ所有模型均给出了一个负的估计结果ꎬ说明在中国实施 ＳＬＦ 操作后ꎬＲ００７ 序

列的波动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ꎮ
为进一步验证结论ꎬ本文对拟合较好的 Ｒ００７序列 ｔ(２ ５８)分布新息 ＥＧＡＲＣＨ 导出其估计的条件方差序

列ꎬ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ꎬ结果如表 ５所示:
表 ５　 Ｒ００７ 方差序列描述性统计结果

Ｒ００７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实施前 ０ ４７５ ０ １２１ １ ５７８ ２ ４９２ ０ ０２４ １７ ７２９
实施后 ０ １４３ ０ ０３７ ０ ３７０ ０ １３８ ０ ００５ ２ ９２９

分析显示ꎬ中国在走廊成形后利率波动确实下降明显ꎮ
(２)下调走廊上限前后的利率波动分析

从 ２０１４年 ２月至 ２０１７年 ２月ꎬ中国 ＳＬＦ利率一共调整过三次ꎮ 其中前两次为下调ꎬ第三次为上调ꎮ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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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第三次调整距离本文写作期过近ꎬ没有纳入考察范围ꎮ 具体情况如表 ６:
表 ６　 ＳＬＦ 利率调整一览表

　 　 变动日期 隔夜 ＳＬＦ利率(％) 七天 ＳＬＦ利率(％)
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２０日 ５ ００ ７ ００
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４日 ４ ５０ ５ ５０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２０日 ２ ７５ ３ ２５
２０１７年 ２月 ３日 ３ １０ ３ ３５

首先对样本期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ꎬ结果如表 ７:
表 ７　 Ｒ００７ 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２)

变量 检验形式 检验统计量 Ｐ 值

Ｒ００７ (Ｃꎬ０ꎬ８) －３ ３０ ０ ０２

检验显示序列不存在单位根ꎮ 此处再建立如下的 ＧＡＲＣＨ、ＥＧＡＲＣＨ模型:
σ２ｔ ＝ ｃ２ ＋ ｃ３∗σ２ｔ －１ ＋ ｃ４∗ｅ２ｔ －１ ＋ ｃ５∗ ｄｒ１ ＋ ｃ６∗ ｄｒ２ (２４)

ｌｎ σ２ｔ( ) ＝ ｃ２ ＋ ｃ３∗
ｅｔ －１
σｔ －１

＋ ｃ４∗
ｅｔ －１
σｔ －１

＋ ｃ５∗ ｄｒ１ ＋ ｃ６∗ ｄｒ２ ＋ ｃ７∗ｌｎ σｔ( ) (２５)

　 　 式(２４)和(２５)中ꎬ虚拟变量 ｄｒ１ 在 ２０１４年 １ 月 ２０ 日到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取值为 １ꎬ其余时间段为零ꎻｄｒ２
在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取值为 １ꎬ其余为零ꎮ 即模型中的基准组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１９日ꎮ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分组ꎬ是为了能通过两个级差截距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直接判定两次

操作的影响是否显著ꎮ 如果选取 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２０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的时间段为基准组ꎬ并设定分别在其

他两个时间段取值为 １的虚拟变量ꎬ则各时间段对应的级差截距系数反映的均是与 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２０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月 ３日利率波动而非相邻的上一时间段的对比结果ꎮ 表 ８ 为筛选出的几个拟合效果相对较好模型的估

计结果:
表 ８　 ＧＡＲＣＨ 族模型虚拟变量系数汇总情况(２)

模型 Ｃ５ Ｃ６

ＧＡＲＣＨＺ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１８３)

ＥＧＡＲＣＨＺ ０ ０８５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５
(０ ６２５)

ＥＧＡＲＣＨＧＥＤ ０ １３１５
(０ １１５)

－０ ００１０
(０ ９８７)

可以看出ꎬＣ５ 系数在三个模型中均为正ꎬ且 ｐ 值小ꎬ系数显著ꎬ因此可以认为 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４日的那次下调

ＳＬＦ利率操作达到了降低短期利率波动的效果ꎮ 但是 Ｃ６ 在三个模型中均不显著ꎮ 之前的理论部分曾指出ꎬ
走廊上限的融资便利性同样会对走廊效果产生影响ꎮ 具体的 ＳＬＦ 融资规则设定ꎬ诸如抵押品折扣率等都可

能对利率波动产生影响ꎮ 因为相关资料并未公开ꎬ本文不会对之进行讨论ꎮ 但从央行有关 ＳＬＦ 的公告可以

看到ꎬ２０１５年一季度央行将 ＳＬＦ操作的分支机构对象由 ２０１４年初的十省市扩展到了全国ꎮ 这无疑大大提高

了 ＳＬＦ对国内部分金融机构的可得性ꎬ即降低了前述理论模型中的成本系数ꎮ 配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的 ＳＬＦ
利率降低ꎬ二者可能共同强化了走廊的功能ꎬ促使该次调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ꎮ

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本文理论部分给出了走廊系统降低利率波动的证明ꎬ并推论:调低走廊上限或增大上限工具便利性均可

强化走廊的波动平抑功能ꎮ
实证部分ꎬ本文采用 ＧＡＲＣＨ族模型加虚拟变量的方法对中国的回购利率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ꎮ 结果显

示ꎬ中国在走廊成形后市场利率波动确有明显的下降ꎬ说明了中国走廊系统的有效性ꎮ 而在 ２０１５年 ３ 月调低

走廊上限后ꎬ利率波动也具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ꎬ符合理论部分降低走廊上限利于强化波动平抑的结论ꎮ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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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困惑的是在 ２０１５年 ３ 月降低幅度不及同年 １１ 月的情况下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后利率波动并未出现继续下降

的趋势ꎮ 本文推断可能是 ２０１５年年初央行扩大 ＳＬＦ试点范围增加了 ＳＬＦ的便利性从而强化了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的调控效果ꎮ
２、中国走廊机制的发展建议

基于中国现状ꎬ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ꎬ本文对中国走廊机制的发展有如下几点建议ꎮ 就走廊机制

本身ꎬ中国未来应该(１)确立银行的市场主体意识ꎮ 走廊作为价格型工具下的一种调控框架ꎬ其实施必然会

对金融市场的“市场性”提出较高要求ꎮ 但中国的银行多为国有ꎬ其日常运营很可能会受到来自行政的过度

干预ꎮ 特别是一些政府控股的地方性银行内ꎬ其管理层仍由政府任命、企业经营受政府干预ꎬ以致造成部分银

行行为扭曲ꎬ不符合一个市场化主体的行为规律ꎮ 对此ꎬ可以通过继续的“去行政”改革、引入民营资本来帮

助银行强化市场主体意识ꎮ (２)构建利率锚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ꎮ 走廊机制下ꎬ政府需要设定上下限、宣布

政策目标利率并对其进行调控ꎬ而这个操作对象应该是利率锚ꎮ 央行通过影响利率锚的升降就能进一步影响

整个市场的利率水平ꎮ 但中国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利率锚ꎮ 且利率的传导无论是从横向的跨品种角度亦或纵

向的跨期限角度ꎬ效率虽有改善但依旧不高ꎮ 因此ꎬ打造一个明确的利率锚并提升利率传导效率ꎬ是中国完善

走廊机制并推进向价格型政策框架转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ꎮ (３)完善走廊的上下限工具ꎮ 基于上下限的套

利机制是锁定均衡利率最为关键的因素ꎮ 而套利的可行则要求央行在相应利率水平上承诺提供无限量的资

金ꎮ 但无论是央行有限的 ＳＬＦ操作量还是网上曾报道的“部分城商行担心频繁申请常备借贷便利影响央行

对其的流动性评价”都反映出了 ＳＬＦ 仍存在的种种限制ꎮ 这一切都会影响基于上限工具套利策略的运作ꎮ
同时 ＳＬＦ对象仍仅限于存款性机构ꎮ 在目前流动性投放与传导的二元机制下ꎬ这无疑会加剧货币市场的结

构性失衡问题:该机制下只有大型银行才能直接从央行借入资金补充流动性ꎬ许多中小银行及非银机构只能

向大行拆入资金ꎮ 一旦大行限制对其他市场主体提供流动性ꎬ则 ＳＬＦ 利率对非银机构资金成本的影响可能

会极其有限ꎬ进而弱化走廊机制对市场整体短端利率的调控效果ꎮ 这也是在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３０ 日ꎬ银行间 ７ 天

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超越 ７天 ＳＬＦ利率近 ２５个基点的原因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理论上的走廊下限———超额存

款准备金利率长期维持在 ０ ７２％ꎬ远低于市场水平ꎬ已失去了指导意义ꎮ 对此ꎬ中国应继续完善走廊的上下

限工具:对作为上限的常备借贷便利ꎬ应进一步扩大其适用对象ꎬ提升该工具便利性ꎬ使得市场套利机制能够

顺利进行ꎻ提高走廊下限或者打造一个新的下限利率来缩减走廊宽度ꎬ改善走廊的实施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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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ｓｉｄｅꎬ ｂ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ｏｄｅｌꎬ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ｉｄｔｈ ｉｓ ｎａｒｒｏｗｅｄ 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ｉｌｉｎｇ ｉ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ꎬ ｂｙ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ｍｍ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Ｇ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ｌꎬ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ｔ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ＬＦ ｒａｔｅ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ｏｎｅ ｈａｓ ａ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ｔ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ｏｆ
２０１５ ｌ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ＬＦꎬ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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