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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方意宋佳馨谭小芬

〔摘要〕本文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个方面量化分析中国股票、债券、外汇、大宗 

商品以及同业拆借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然后进一步分析中美贸易摩 

擦作为外部冲击对各金融市场之间风险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中国金融 

市场之间的系统性风险累积和消减具有非对称特征，出口水平下降、进口水平增加、预期 

指数下降以及不确定性的上升都将刺激溢出效应水平的增加。在空间维度上，中国跨金 

融市场风险溢出结构相对稳定，具体表现在金融市场网络中存在股票、外汇和大宗商品市 

场的集群以及债券、同业拆借市场的集群。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 

水平主要受国内经济水平与进口水平的影响，随着贸易摩擦逐步升级，出口水平下降也成 

为溢出指数增加的主要成因之一。贸易摩擦冲击使得稳定无中心的金融市场网络转变为 

一个以股票市场为中心的网络，且该转变随着贸易摩擦的缓解而消失。防范化解贸易摩 

擦冲击引致的金融风险、防止风险跨市场传染，需要在保证经济基本面不发生较大变动的 

同时，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降低经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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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外溢性突 

显”，“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系统性风险的累积难以观 

测，只有在风险爆发时才会显现(hard-to-define-Sut-you-know-it-when-you-see-it ) ( Benoil et al., 

2017)。当系统性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较小的冲击会通过传导机制从不健康的机构向相对健 

康的机构扩散。这种连锁反应将引起风险的全面爆发进而导致危机的产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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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进而导致产出和就业的大幅下降，以及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爆炸 

性增长（Reinhart and Rogoff,2009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多学者将目光从个体风险转向风险在金融系统中的传导，即 

对系统性风险非常关注。然而，目前并没有对系统性风险的一致定义。Benoit et al.（2017）将系统 

性风险定义为许多市场参与者同时遭受严重亏损，且这些亏损随后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FSB（2009）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金融系统的全部或部分受损所导致的金融服务中断风险 ，以及可 

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风险。可以看到，不同于个体风险,系统性风险的本质在于风险 

的跨境、跨行业、跨市场的相互溢出％在冲击作用于一个金融市场时,过度溢出效应使风险传染给 

与之关联的市场，导致危机蔓延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爆发。Allen and Gale#2000）将传染解释为 

溢出效应的结果，传染是溢出效应极度放大的现象％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国内外各金融市场内部以及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性显著增强。Diebold 
and Yilmaz#2012）指出，2007年金融危机始于次贷市场但最终蔓延至股市、债市等多个金融市 

场,李政等（2016）研究发现，2012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出现不断累积，2014年金融 

机构之间的关联程度甚至高于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这反映出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 

险在不断累积。因此分析多个金融市场（多种资产类别）之间的溢出效应至关重要。然而，国内 

外现有的研究多针对两到三个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溢出。同时,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性与宏观 

经济高度相关，宏观基本面因素、市场预期以及不确定性作为资产价格的共同风险来源,其变化 

将影响风险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因此，研究中国各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及其影响 

因素，不仅能帮助理解风险溢出的发生机制，而且有助于监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系统性 

风险。

关于中国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的问题，具体金融市场的选择非常重要。对中国金融市场 

的选择，需要兼顾市场重要性、数据可得性以及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性等诸多方面。首先，从市场重 

要性看，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外汇市 

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也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其次，从数据可得性看,应优先选择具有优质高频数 

据的金融市场;最后，从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性看，已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了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外汇 

市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此外，股票市场与大宗商品市场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且受整个金融市场 

流动性的影响（胡聪慧和刘学良,2017）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选择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 

大宗商品市场以及同业拆借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风险在各市场之间的溢出情况％

此外，关于中国金融市场之间风险溢出最重要的冲击事件莫过于中美贸易摩擦％自2018年3 
月美国公布《中国贸易实践的301条款调查》开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爆发 

的贸易摩擦增加了全球经济的悲观预期，引起贸易活动收缩，抑制投资和产出水平％中国金融市场 

当前仍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对中国金融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从系统 

性风险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证券业、保险业等行业内部风险的产生，同时也 

会对跨市场风险传染产生显著持久的溢出效应（方意等,2019；和文佳等,2019）。将中美贸易摩擦 

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分析中国金融系统在面对该冲击时风险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溢出机制,有助于 

投资者合理配置资产①,同时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有效化解系统性风险％

在此背景下，本文拟采用Diebolb and Yilmaz#2014）提出的溢出效应测量方法，以中国的股票 

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大 商品市场 业 市场为 对 , 中国金融市场 的

①机构投资者在面对外部冲击调整其资产配置时，如果忽视了各金融市场之间关联性的变化,则无法做到真正消除其持有 

金融资产之间的隐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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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溢出效应。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对中国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以及同业拆借市场等五个金融市场之间的总溢 

出效应以及各市场之间风险的定向溢出作用进行系统性分析,着重比较各金融市场在不同时期接 

收的风险以及向外传播的风险水平。相较于以往从机构视角分析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方法,本文的 

优势在于，通过不同市场之间的关联性来测度系统性风险，一方面能够得出高频的指标,另一方面 

能够在模型变量个数限制的情况下囊括更多信息，从而以一个相对全面的视角刻画中国金融系统 

性风险水平。

第二,现有研究多关注系统性风险的度量与描述，而缺少对“为什么有系统性风险”或者系统 

性风险生成背后机理的研究。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其作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增加关于金融 

市场之间风险溢出的渠道分析，研究包括基本面、预期以及不确定性在内的宏观指标对系统性风险 

累积的作用效果。

第三,本文是国内外为数不多的将中美贸易摩擦作为冲击事件的研究，探究中国金融系统在面 

对外部冲击时的风险溢出机制。风险的爆发取决于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以及适度的外部冲击，而现 

有的研究中,重点分析重要事件冲击下系统性风险溢出传导机制的文献较少,且选取的事件年份过 

久或持续时间较短，中美贸易摩擦作为一个在近年内发生且已经具有足够长的样本区间的事件 ，从 

2018年3月至2018年12月的激烈程度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此外，研究者能够通过相关政 

策以及新闻的公布时间确定贸易摩擦的严重程度。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最适于分析外部冲 

击传导的关键事件，分析其冲击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能够有效地刻画在不同程度的冲击来临时，中 

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的传导情况％

二、文献综述

关于跨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第一类研究主要针对金融风险的跨  

国（跨境）传递，一般侧重于分析不同国家之间同一类型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以及波动率的相互溢出 

关系％ Diebold and Yilmaz（2009）首次使用方差分解方法构建溢出效应指数分析19个国家股票市 

场收益率和波动率，随后学者们将跨国股票市场关联性的研究拓展至其他金融市场％ Bubdk et al. 
（2011）分析了跨国外汇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 Abet and Beyer#2014 ）分析了溢出效应在主权国家 

债券和银行之间的传导，同样对主权债券市场之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的还有Antonakakie and 
Vergos（2013 ）以及 Claeys and Vaaeysk（2014）等。

另一类研究则侧重于分析一国各子金融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目前，国内学者们多集中于这 

一方向进行研究，且相对更关注于股票市场与其他子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溢出。已有大量文献发 

现各子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性且关联程度随时间和事件而发生变化,但现有文献侧重于分析金融 

市场内部任意两个子市场之间的相互溢出％例如,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胡秋灵和马丽,2011 ；史 

永东等,2013 +赵华和王杰,2018）、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周爱民和韩菲,2017 ）、股票市场与大宗 

商品市场（闻岳春等,2015;胡聪慧和刘学良,2017）以及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杨子晖等,2018） 

等％诚然，研究单个子市场内部溢出以及两个子市场之间的溢出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然而，金融 

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不同子市场之间通过共同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以及资金流向转移形成紧密的联 

系，尽量囊括金融体系中主要（超过3个以上）子市场之间的溢出能更全面、深入地分析系统性风 

险问题％

关于风险溢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且多为单个因素的分析％例如,Diebold and Ynmaz（2013 ） 

分析六个发达国家实际产出之间的溢出效应，并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周期净关联度指数与贸易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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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密切相关。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往往是冲击的净接受者,而贸易逆差的国家则可能是冲击的 

传播者。Yang and Zhou(2013)对9个国家43个大型金融机构的CDS数据计算，发现杠杆率较高 

的金融机构可能更有动力收集有关信用风险的私人信息，主要表现为风险溢出的传出者。Jiang et 
al.(2012)研究美国和欧洲新闻公告对两国股票市场溢出作用,结果显示新闻公告效应虽然不能完 

全解释波动率溢出效应，但确实会影响溢出效应的水平。

在跨市场风险溢出的文献中，部分文献主要以外部冲击视角分析问题。杨子晖和周颖刚 

(2018)对美国股市闪电崩盘、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啸、2016年脱欧公投等事件冲击对全球系统性风 

险跨市场传染路径进行分析。此外，1998年LTCM危机(Billia et al., 2012 )、2008年金融危机 

(Dieboll and YUucz,2009 ； Demiras t al.,2018 )、2011 年欧债危机# AUvs and Beyas,2014 )等事件也 

是学者们研究风险溢出时普遍选取的外部冲击。

三、风险溢出效应测度与机制分析

本节首先介绍如何构建风险溢出效应指数，之后对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的机制展开理论分析,最 

后阐述本文实证分析部分的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一)溢出效应指数测度方式

Diebold and Yilmae(2009)提出，使用向量自回归# VAR)模型方差分解可以有效地衡量市场之 

间的溢出效应,n元P阶的VAR模型可以写作：

w = " p ",xt-, + & (1)
其MA表达式为：

W = " 1 = 1 恥― (2)
协方差矩阵A, ="+"2A.-2+-0 +"A-p,其中,A0是单位矩阵且对所有i<0,A, =0%

VAR模型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的贡献度可以有效衡量变量之间的溢出效应。然而，传统的 

Cholesky方差分解的结果与变量的排序有较大的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Diebold and Yilmae( 2012 ) 
使用Koop et al.( 1996)以及Pesaran and Shin(1998)提出的广义方差分解方法对溢出效应进行度量。

超前H步预测的广义方差分解中，第丿个变量对第c个变量贡献度表达式为：

)(E) = "一1" :&(eGh%))0 :&(VA，Ahe) (3)

其中，，是误差项&的方差矩阵,"是第c个方程误差项的标准差，向量e,中第i项的值为1 ,其他 

项为0%由于广义方差分解结果中贡献度的加总不为1,即：")(E) *1,因此对每一行的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

)(E) =)g(H)/( "口)(H)) (4)

因此)(H) =1 且)(H) ='%
基于此,Diebold and Yilmae(2012)提出了多种溢出效应指数。

① 总溢出效应指数

totalsog(pes = 100 X "爲)(H)/" ' )(H) = 100 X "二)(H)/N (5)

总溢出效应指数反映了整个金融网络系统中不同市场之间的总关联性，可作为整个金融市场 

网络中的系统性风险代理变量％该值越大，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越高，系统性风险越高％

② 定向溢出效应指数

金融市场i受到来自所有其他市场的溢出效应的计算公式为式(6)。每个金融市场接收的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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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平反映了该金融市场在整个系统中受其他市场影响的程度。接收溢出越多，该市场的脆弱性 

越高。

fromspillover6 二 100 X "@1)(E)/" '((E) (6)

金融市场i向所有其他市场传导的溢出效应的计算公式为式(7)。每个金融市场向其他市场 

的外溢，则反映了该金融市场变化对其他市场冲击的强弱,外溢越大表示该市场的重要性越强% 

tospilloveoi 二 100 X )(E)/" , )(E) (7)

③ 净溢出效应指数

金融市场i的净溢出效应是市场i向其他市场传导的溢出效应与市场i受到来自其他市场溢 

出效应的差值。接收与传出溢出效应的净值可以反映该金融市场在冲击传导中的脆弱性和重要性 

的相对强弱，但直接对净值分析是片面的，需要将实际接收和外溢指数结合进行分析％

netspUloveoi 二 tospilloveoi - fromspilloeoi ( 8 )
④ 成对净溢出效应指数

金融市场l与市场j的成对净溢出效应指数是市场i向市场/传导的溢出效应与市场/向市场 

U专导的溢出效应的差值％净成对溢出效应指数与净溢出指数的含义相似，两者的区别在于净成 

对溢出指数关注于两个市场之间发生溢出的方向％同样地，分析两市场之间的净溢出,需要对比两 

个市场之间的相互溢出指数，更普遍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构建网络图来详细分析各市场之间的相互 

溢出关系％

pairspillovei-^^ = [()(E)/" ：$)(E)) -()(H)/" )(H") ) ] X 100 (9)

(二)风险溢出的作用机制分析

现有的研究中关于金融风险传染机制的研究主要为两种,一条渠道是市场基本面因素对风险 

传染的影响,另一条渠道是投资者情绪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方意等,2019),另一方面更多的文献集 

中于讨论风险的跨国传导路径％ IMF金融稳定报告中分析了影响跨国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的两条主 

要渠道(Gelos and Sugi,2016),具体为：国家之间经济基本面信息的传递和金融摩擦引起的传染% 
其中，国家之间经济基本面信息的传递指的是国家之间直接和间接的贸易联系作为传递渠道 ,金融 

摩擦引起的传染主要是通过共同投资者或贷款人的投资组合再平衡产生的传染％
综上,本文基于现有文献中对跨国金融市场风险传递影响因素的分析,探讨国内金融市场之间 

的风险溢出作用机制,着重于分析经济基本面、预期、国内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等因素对风险溢出 

的影响％此外,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作为外部冲击进行研究，贸易水平作为一个必要的因素也需要 

纳入分析中％

从经济基本面因素来看,当实体经济增速较低时,资金充斥于金融市场而未流入到实体经济, 
引起金融市场关联性上升％贸易水平对风险溢出的作用可以从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分析,出口的增 

长则意味着实体经济增速的提高,从而进一步降低国内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对于进口而言, 
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情况,一方面进口增加意味着国内需求的上升，此时基本面因素在国内金融市 

场之间的传递作用增强;另一方面,从金融摩擦角度来看,进口的增加通常伴随着外国资本的流入 

(如贸易信贷资本流入的增加或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入),国外投资者持有国内金融资产增加,资产 

组合再平衡效应增强,从而引起国内各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增加％从市场预期与经济不确定 

性等因素来看,它们对风险溢出的作用机制相似,当市场处于悲观预期，或者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时, 

大量机构投资者大规模地调整其资产配置，将导致各市场之间资产价格变化出现联动性,风险在不 

同金融市场之间传递％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将影响国内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的作用机制划分为经济 

基本面渠道、金融摩擦渠道以及市场预期和不确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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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中国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和同业拆借五个传统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为 

了得到动态溢出指标，需要利用滚动窗口 VAR模型,这对样本期个数要求较高。为此，本文构建指 

标的底层数据为样本期2006年10月至2019年3月的日频数据％参考Yang and Zhou ( 2013 )，本 

文采用动态因子模型分别提取五个金融市场的因子。这种处理数据的方法，一方面解决了传统 

VAR模型因变量个数限制而信息集受限的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在考虑 

其他金融市场的前提下，对各金融市场内部的关联性进行研究。动态因子模型由Geweke(1977)提 

出,模型的主要形式为：

4 = +(L) Ft +& (10)

Ft = %1 (L) Ft-1 + -，E( ——) = ' (11)
&t = %2 (L)t -&& +w，E( enW = Ik (12)

其中，4表示单个时间序列数据，F t是多个变量潜在的共同因子，&扰动项反映每个变量的异质性 

特征,模型中假设共同因子F-和异质性因子&都遵循AR(1)过程,'为对角矩阵。具体而言，针 

对不同金融市场，本文选择以下子指标与之对应:①股票市场，选取中证800二级行业指数，包括医 

疗、运输、汽车、军用、服务等20个股票行业指数;②债券市场，选取1年以下、1至3年、3至5年、5 
至7年、7至10年以及10年以上的中债综合净价指数;③外汇市场，根据SDR货币篮子选取美元、 

欧元、日元、港币、英镑、澳元、新加坡元以及加元兑人民币中间价;④大宗商品市场,选取南华工业 

品指数、农产品指数、金属指数和能化指数;⑤同业拆借市场，选取不同期限的上海同业银行拆借利 

率，包括隔夜、1周、2周、1月、3月、6月、9月以及一年的Shibor利率％对股票行业指数、债券净价 

指数、外汇中间价以及南华大宗商品指数做对数差分处理计算收益率,ShUvr利率对常数项和时间 

变量回归后取残差,处理后的数据均通过ADF检验％对处理后的数据分别提取出各市场的共同 

因子。

在构建风险溢出指数后,本文进一步对风险溢出的渠道进行分析。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综合 

考虑经济基本面因素、市场预期与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金融市场之间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同时 

也将贸易水平、流动性以及全球金融周期等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spploio = + !1 IP- + 02 EXPORT + ! IMPORT
+ 03 M2- +04 CONEXP- +05 EPU- + 06 VIP- +07 T + & (13)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指数，本文测量的指数为日度数据,将其取均值转化为月 

度数据。本文的解释变量选取:使用中国工业生产值指数(P)代表国内经济水平,使用出口额占 

工业生产值的比重(EXPORT)和进口额占工业生产值的比重(IMPORT)反映贸易水平的变化情 

况，使用货币供应量的同比增长率(M2 )代表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使用消费者预期指数 

(CONEXP)以及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EPU)分别反映市场预期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借鉴 

Rey(2015)使用VIX指数月收盘价衡量全球金融周期，数据来自EIU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由 

于溢出指数对宏观经济变化的反应灵敏,因此使用当期变量进行回归，同时加入时间变量：消除 

趋势性。

四、全样本溢出结果

本节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分别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在时间维度上分析总 

溢出指数和定向溢出指数的趋势性与波动情况，并分析宏观变量影响溢出效应的机制;在空间维度 

上通过绘制网络图分析各金融市场在静态时点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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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以及同业拆借市场提取共同因子构建基 

于市场收益率的VAR模型。取最大滞后期为12期，基于AIC准则检验得到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 
期，选择的预测方差分解预测期数为20期,并以第20期的预测方差分解结果作为溢出指数的构建 

基础。Diebold and Yilmaz(2009)的静态全样本分析不足以充分衡量各个市场风险溢出效应在不同 

时期的差异性以及变化趋势，且静态分析的结果会随着选取时间段的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异 

(Diebolb and Ynmaz,2013 )，使用全样本静态分析计算得到的中国金融市场总溢出效应仅为 

10. 90，远彳于滚动窗口的最大值32. 65。因此，本文通过滚动窗口数据的统计量对中国金融市场 

之间的溢出效应做简要判断，选取窗口期为200天。表1是对金融市场之间总溢出和定向溢出指 

数的描述性统计％

表1跨市场风险溢出指数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aspillover 2420 17.9948 5.9457 7.1869 32.6497

fromspilloverpp 2420 19.4758 6.6721 5.2525 38.9139

fronispilloverv 2420 16. 6296 7.0745 5.1394 52.4078

fromspilloverwhange 2420 17.5390 7.0811 6.2061 32.1981

fromspUceOmmvus 2420 23.2413 10.1055 4.3866 40.0001

fi■omspilloverskibor 2420 13.0885 8.4903 0.2936 41.2506

tospillover—p 2420 17.9906 7.6007 2.0487 36.6757

tospilloverv 2420 16.7326 9.4123 2.3372 45.6176

—Spillover whangr 2420 16.0651 8.0526 2.0805 55.6243

"spillover cOmmO0us 2420 26.7095 12.6798 4.1938 66.5712

"spillover shi 2420 12.4764 7.4490 1.1426 79.5611

由表1可知，中国金融市场之间总溢出指数的均值为17.99，在2010年5月24日达到最大值 

32.65，在2017年3月31日达到最小值7.19，在整个样本期内方差为5.95%从各个金融市场的定 

向溢出指数均值来看，大宗商品市场接收的溢出与向外的溢出均高于其他四个市场，排在第二位的 

是股票市场，说明从总体水平来看，大宗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在系统中的脆弱性和重要性都较强% 

从净溢出角度，除大宗商品市场之外，其他四个市场的接收与向外传递的溢出效应水平相近，而大 

宗商品市场平均接收溢出(23. 24)力、于其平均外溢(26. 71) %对比数据的标准差可知，大宗商品市 

场的波动率最高(接收和外溢的标准差分别为10.11和12. 68)%
此外，从标准差数据中还可发现,除同业拆借市场之外，各个金融市场接收溢出指数的标准差 

小于其对外溢出的标准差％这是由于对每个金融市场而言，其向外的溢出作用被其他多个市场接 

收,这种平均作用使各金融市场接收的溢出效应指数更平稳(Diebold and Yilmaz，2012) %

(二)溢出效应的时间维度

在金融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分析各个市场风险溢出效应在不同时期的趋势性和波动 

性尤为重要％因此，本部分主要以滚动窗口构建的风险溢出指数为基本结果进行研究％

1.总体溢出指数分析

图1显示了金融市场之间的总溢出指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中国金融市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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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溢出指数在 期内不具 期 ，但在短期具 期性特征％从总溢出指数在不同时

段的均值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至2018年3 ，中国金融市场的总溢出指数经 阶

段的变化*2009年5月至2014年4月为溢 平较高的阶段，而2014年5月至2018年3 为

溢 平的阶段。接下来，本文别对 阶段中总溢出指数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溢出水平较高时期（2009年5月-2014年4月）

在这一阶段，国 金融危机结束后总溢出指数从2009年5月5日的16. 12开始呈现上升趋 

势，至2009年9月1日已上升至20.45，已经超过在样本期内的平均水平。随后，总溢出指数虽然 

现 的周期 动但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之上。将总溢出指数从波谷至波峰 谷作

为一 期对数据进 ，在 一阶段，总溢出指数先后经 四 期 动，分别为2009
年9月至2011年7月，2011年8月至2012年9月，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以及2013年6月 

至2014年2月%从中 在第一阶段中，四轮周期的 时间在不断缩短，波动幅度也逐渐

E、％

阶段:溢出水平较低时期#2014年5月-2018年3月）

一时期经济上行,伴随着 市场化改革的实施，系统 平 ，中国跨市场的

金融风险下降％总溢出指数维持在低位水平且在该阶段 现 期性波动，分别为2015年8
月至2016年8月，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以及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 阶段金融市

场的总溢 平 于第一阶段，且动的 也低于第一阶段％在2018年3 后，总溢出 

指数 速攀升，至2019年3月，总溢出指数已经基 升至第一阶段水平％

文发现，总溢出指数的累积与消减具 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面对冲击时，中国金融市 

场 的总溢出效应指数在短期 现 式大 ，系统 速累积％溢 达到峰值后,

金融市场 的 不会迅速消失，而需要经过一段时 至受到冲击前的水平。这说

明冲击对金融市场相互溢出的影响具 ：金融市场 的系统 在短时 速累

积，一溢出需要 的时 下降至冲击到来 的水平％在总溢出指数波动的绝大

多数周期中都体现 对称性特征:如在第一阶段的 期内，总溢出指数从2011年9
月14日的21.71快速上升至2011年11月28日到达峰值27.31后下滑，但直至2012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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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溢出指数才回落至21.62,与受到冲击之前的溢出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同样在第二阶段的第三 

个周期内，总溢出指数从2017年3月31日起经历两次攀升，至2017年8月8日到达峰值11.17后 

呈现下滑趋势，在2018年1月才回到8左右的水平。一个例外出现在第二阶段的前两次周期性波 

动中。在该时段，总溢出指数呈现缓慢累积并迅速下滑的状态。该波动对应的时间点分别是2015 
年中的股票市场异常波动以及2016年第四季度的债券市场异常波动，且两次波动的幅度相对小于 

之前一个阶段中周期性波动的幅度。说明这两次冲击主要针对单个市场且易于调节，危机被控制 

在该金融市场内部而不向外传导％此外，跨金融市场总溢出指数对于事件的反应较为灵敏,且对于 

不同事件冲击的敏感程度也存在差异。对比分析国际金融危机、2013年银行业“钱荒”、2015年和 

2016年股票、债券市场崩盘期间总溢出指数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和“钱荒”期间中国金 

融市场风险溢出显著加剧，而在2015年年中出现股市异常波动和2016年第四季度出现的债市异 

常波动期间,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没有出现明显累积。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随着次贷危机转变 

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受其冲击影响,2008年10月6日金 

融市场总溢出指数为15.57%截至2008年10月10日，总溢出指数上升至24.20,日均涨幅高达 

11.66% 2008年11月24日，总溢出指数才回落至17.17% 2013年6月5日，出现光大银行同业违 

约传闻,6日Shibor隔夜利率骤升至5.98,总溢出指数从6月6日开始出现小幅上升趋势% 2013年 

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件表示“当前中国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处于合理水平”，以及2013 
年6月20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表讲话明确释放退出QE信号，总溢出指数从2013年6月17日 

快速上升至6月24日到达峰值后下调％对于2015年6月的股票市场崩盘和2016年第四季度的 

债券市场崩盘，总溢出指数的累积都先于危机爆发的时间点，消散的速度也相对更快％这说明，虽 

然两次危机都对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剧烈冲击，但冲击主要作用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内部，对跨 

市场 溢 的影响不大%

此外,总溢出指数从2018年3月后出现大幅快速攀升且直至次年3月仍然维持在高位水平% 

这一时期的系统性风险累积主要受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冲击影响，其增长幅度和峰值大小均为总溢 

出指数在2015年至2019年3月之间的最高水平％
2.总溢 影响

本文在测度金融市场之间风险溢出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影响金融市场间系统性风险变 

化的机制和因素％表2报告了上述回归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到，经济基本面渠道、金融摩擦渠道、预 

期和不确定性都是宏观经济影响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渠道％回归结果显示，当出口水平占工业产值 

的比重增加1%时,金融系统的总溢出指数下降1-686个单位;相反，当进口水平占工业产值增加 

1%时,金融系统的总溢出指数上升2-938个单位。这与前文中的机制分析保持一致。即,进口的 

增加通过经济基本面渠道和金融摩擦渠道引起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出口的增加则通过影响 

实体经济的增长而使得金融市场风险溢出下降％此外，对比两个系数的大小可以发现，进口对系统 

性风险的刺激作用强于出口的抑制作用％

表2宏观经济变量对总溢出效应的回归结果

totalspillover

p ^To404
(0.0478)

EXPORT -1'6864 ”
( 0.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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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回归系数系数在1% ,5% ,10%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均使用异方差自相关稳健的标准误 

(HAC ) ( Newey 和 West ,1987)%

续表

totalspillover

IMPORT
2.9379!!!

(0. 4082)

M2
-0.0017
( 0.4621 )

GONEXP
-0.1618 !!

(0.0710)

EPP
0.0067 !

( 0.0037)

HI

T

0.0707
( 0.0652)

-0.0182
( 0. 0399)

常数项
40.3889

( 54.8391 )

样本个数 132

R 0.6297

从预期和不确定性的回归结果来看，消费者预期指数对总溢出指数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中国经 

济不确定性指数对总溢出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市场预期乐观将有效降低金融市场之间的系统性 

风险，而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则刺激系统性风险的产生％

(三)溢出效应的空间维度

在分析了各金融市场总溢出指数在时间维度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后，下面进一步通过分 

析各金融市场的定向溢出指数、净溢出指数以及由成对溢出指数绘制的网络图，探讨各金融市场之 

间风险溢出的空间特征%

1.定向溢出指数分析

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各金融市场接收来自其他市场的溢出指数和向其他市场的外溢指数 % 

参考Yang and Zhou(2013 )，当一个市场接受的风险溢出明显大于其风险外溢时，称之为风险的“扩 

散者” ％与之相反，当一个市场外溢的风险明显大于其接受的来自其他市场的溢出时，称之为风险 

的“接收者” ％此外，当一个市场外溢指数与接收溢出指数都相对较高，且两者水平相近时，称之为 

风险的“中转站”％在整个样本期的绝大多数时段,大宗商品市场的参与程度都处于较高水平，同 

业拆借市场与其他市场的关联度最低，但在“钱荒”时期，债券市场崩盘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同 

业拆借市场的关联度出现大幅跃升％对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而言，其在不同时段与 

其他市场的总体关联度有不同表现％

图4显示了各金融市场净溢出指数变化情况，即外溢指数与接收溢出指数的差值％结合接收 

溢出指数、外溢指数与净溢出指数对各个金融市场在冲击传导中的角色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股票 

市场在第一阶段的净溢出在0附近，2015年后股票市场的净溢出指数虽然在不同时段符号不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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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接收溢出指数 债券市场接收溢出指数 外汇市场接收溢出指数

2007-8-15 2010-8-15 2013-8-15 2016-8-152007-8-15 2010-8-15 2013-8-15 2016-8-15 2007-8-15 2010-8-15 2013-8-15 2016-8-15

大宗商品市场接收溢出指数 同业拆借市场接收溢出指数

2007-8-15 2010-8-15 2013-8-15 2016-8-15 2007-8-15 2010-8-15 2013-8-15 2016-8-15

图2各金融市场接收来自其他金融市场溢出指数

:图2、3、4 一 从左至右分别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的接收溢出指数，第二行从左至右 

分别为大宗商品市场和同业 市场的 溢岀指数％

股票市场向其他金融市场溢出指数 债券市场向其他金融市场溢出指数 外汇市场向其他金融市场溢出指数

2007-8-15 2010-8-15 2013-8-15 2016-8-152007-8-15 2010-8-15 2013-8-15 2016-8-15 2007-8-15 2010-8-15 2013-8-15 2016-8-15

大宗商品市场向其他金融市场 同业拆借市场向其他金融市场

3!各金融市场 其他金融市场 溢

其净溢出的绝对值上升，说2015年后股票市场开始表现 的 外溢与 特征％债

券市场的波动幅度在 期 髙于其他金融市场。外汇市场除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具有明

的向外扩散 的特 夕卜，在其他时间段的 与重要 平相近，在 金融系统中主要

作为 的“中转站” % 业 市场在与其他市场的总体 度较强的 时间段分别表现为

正向净溢出，现为 的“扩散者”％大商品市场在 时期均表现为主要的 “扩

散者”，这与静态 溢出指数的描述性统计中关于大宗商品市场的结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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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各金融市场的净溢出指数

2.定向溢出影响

3反 金融市场接受的溢出效应与各宏观经济 的 ％从总体上来看，经济基

面渠道、金融摩擦渠道、预期和不 是影响 金融市场 的主要 ，但由于各

金融市场的特性不 在一异。进口对金融市场 的影响强于出口的作用效果，其

中进口对五个市场的 的正向影响，对股票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最强（影响

数分别为2.795和4.529）, 口对系统 的 用则对股票市场、外汇市场 大宗

商品市场表现，且用效果均低于对进口产生的影响。消费 期指数的上升能够有效

股票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强度,经济不 的上升 随着外汇市场、大商品市场 业

市场 的上升， 对债券市场 的影响不 ％此外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脆

与全球金融周期的变化，当VIX指数上升时，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 强。

表3宏观经济变量对各金融市场接收溢出指数的回归结果

fro^pHloverpoco fromspig(perbopd fTompUlQ^eTdc fromspillover^

IP
-0.0751 0.1065 -0.0651 -0.0352 -0.1329
(0.0631) ( 0.0705) ( 0.0506) (0.0788) ( 0.0885)

EXPORT
-2.6174 !!! -0.6392 —1.3441 !! -2.9595 !!! -0.8718

( 0.5841 ) (0.5363) ( 0.4532) ( 0. 7227 ) ( 0. 7045 )

IMPORT
3. 7950 !!! 2. 9502 !! 1.8356!!

4.5294 !!! 1.5791 !
( 0.6327) ( 0. 7942) (0.5173) ( 0.7280) ( 0.8722)

M2
0.0165 -0.3101 0.0229 -0.0660 0.3280

( 0.5899) ( 0. 6026) ( 0. 4746) (0.6308) ( 0.8991 )

%ONEXP -0. 3484 !!! -0.1144 -0.0119 -0. 3390!!! 0.0049
( 0.1146) ( 0.1201 ) (0. 0843) ( 0. 1292) ( 0.1734)

EPU
0.0026 -0.0042 0.0057 0. 0166 !!! 0. 0126 !
(0.0058) ( 0.0049) ( 0.0036) (0.0053) (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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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romspillover— fi'omspillovervd froTnspHloveopange fOmSPPOercommoOus fromspiUoverskUor

VIX
0.0337 0.2831 0.1119* 0.0949 -0.1700
(0.0932) ( 0.1721 ) (0.0633) ( 0.1194) ( 0.1154)

0.0595 -0. 0174 -0.0619 -0.0955 0.0245
(0.0618) ( 0.0529) ( 0.0450) (0.0828) ( 0.0777)

常数项
19.3696 29.4447 59.1546 117.2534 -23.2776

( 68.3406) (69.1023) ( 54.2291 ) (80.5143) (111.7372)

样本个数 132 132 132 132 132

R2 0.4156 0.3028 0.6714 0.6430 0.2956

注："* , ** , *表示回归系数系数在1% ,5% ,10%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均使用异方差自相关稳健的标准误 

(HAC)(Newey 和 West, 1987),下同%

表4反映了各个金融市场外溢水平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上述三个渠道同样是影响各个 

金融市场重要性的主要因素，且进口对金融市场重要性的影响强于出口的作用效果，预期与不确定 

性对于金融市场重要性的影响效果相对脆弱性有所减弱％此外，大宗商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重要 

性与全球金融周期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联性％此外，当国内经济增长水平上升时，同业拆借市场的 

重要性会增加％ —个可能的原因是,同业拆借市场主要反映市场流动性的变化，因此在经济上行阶 

段，市场流动性变化将显著影响其他金融市场的收益情况。而在经济下行阶段，资金充斥于货币市 

场，央行为维持经济稳定会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但是由于经济低迷，流动性并未流入到实体经 

济和其他风险资产市场，因而跨市场的传递性下降％

表4宏观经济变量对各金融市场外溢指数回归结果

tospillover— —spillover e°hange —pUOVeWmmVUs —spillover

X
-0.1218 -0.0951 -0.0165 -0.1461 0. 1777 **

( 0.0896) ( 0.0961 ) ( 0.0621 ) ( 0. 0972 ) (0.0719)

EXPORT
-3. 1262 *** -0.7302 -0. 9700 * -3. 6059 *** 0.0002

(0.9317) (0.8217) (0. 5403 ) (1.0284) ( 0. 6027)

IXPORT
4. 2320 *** 2. 0714 ** 1.6683** 4. 6370 *** 2. 0807 **
(0.9483) ( 0.9952) ( 0.6502) (1. 1392) ( 0.9326)

M2
-0.1994 0.3261 0.2040 0.2717 -0.6110

( 0.5896) ( 0. 9599) ( 0.5825) ( 0. 8462 ) (0. 7248 )

CONEXP
-0. 3066 ** 0.0855 -0.0486 -0. 5046 *** -0.0347

(0.1308) (0.1748) (0.0918) ( 0. 1922) ( 0.1571 )

EPU
0.0063 0.0218*** 0.0033 0.0070 -0.0051

( 0.0067) ( 0. 0069) ( 0.0041 ) ( 0.0072) ( 0.0080)

VXX
-0.0299 -0.1436 0. 2970 * 0.2424 -0.0122

( 0.1242) ( 0.1290) ( 0.1652) ( 0. 1696) ( 0.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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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tospilloverstock tospilloverbond tospillover_pgh

T
0. 0901 0.0248 -0.0843 -0.0255 -0.0960

% 0. 0912) % 0.0787) % 0. 0515) % 0.1052) % 0.0591 )

常数项
24- 3413 -42.8279 45.0669 80.7292 94.6351

% 87- 1360) % 116.7062) % 67.0995) % 98.3404) % 84.4400)

样本个数 132 132 132 132 132

R2 0.3843 0.2749 0. 6109 0.5802 0. 1992

3•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网

鉴Demireo et al.(2018 )从 维度表示溢出效应的方法，使用Gephi软件绘制五个金融市场

之间成对溢出的网络图。节点位置使用Jacomy et al.(2014)的ForceAtlas2算法来 ①。 态 

点位置不唯一，在 中主要 平衡状态下相对节点的位置。连 金融市场的 金融

市场 的成对溢 ，其粗细与溢出指数的大小正 ，同时 的颜色也与指数的大 I
，颜 深 溢出效应越强。

图5 在 期中金融市场 成对的溢 图。其中,各市场 的成对溢出

指数使用 动窗口计算的均值。从 数据的平均值来看，中国跨金融市场 溢出的

结构相对。当冲击作用于单个金融市场时， 的跨市场传染能力有限,不易产生系统 险

的累积。从体上看，五金融市场溢出指数的 图形成一个凸五边形，代金融市场的五个节

点位于五边形的顶点而没有市场处于 图的中心。 图中五个金融市场聚集情况，可以

其 为形成 群(cmsteo)。股票、外汇和大宗商品市场为一 群，债券市场与同业

市场为一群。其中，大宗商品市场处于集群的中心，与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 的双向溢出效

应 强;债券市场则与同业 市场 在较强的相互溢出。出现 一特征的可能 在于:

从资产 类来看，债券和同业 属于 的资产，由于 类业务 业存单、同业

等业务， 现 强的 ；而股票、外汇和大宗商品都属于 类资产，对基本面因

和市场情 为 ， 容易形成较强 。从市场 度来看，债券市场和同业拆

大宗商品市场

股票市场

外汇市场

债券市场

同业拆借市场

图5 全样本时期金融市场相互溢出网络图

① 算法设定节点之间像两块磁铁的磁极一样相互排斥，而连线则像弹簧一样吸引节点，连线对节点的吸引力与平均成对

溢出指数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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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 为主，在 其资产负债表结构时， 时 抛售来自 金

融市场的资产;其他 市场的参与者主要包含 、企业 、金融机构 等，为了

散 也 时 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从 引 金融市场 的 溢出形成

群。

（四）稳健性检验

部分对中国金融市场溢出效应的指数测算模型参数 进 健 。本文在测量溢

效应时 动窗口为200天、 解 期为20天。在此基础上，稳健

动窗口为150天和250天， 期为15天和25天测算的总溢出效应指数。图6显示了

改变窗口期和 期测算的总溢出指数。 发现， 期的 对总溢出指数的变化基本没

影响。 不 的滚动窗口长度，总溢出指数具 的变化 ，但由于窗口期的缩短，每

动时 变化的比例 ，从引 算出的溢出指数具 强的波动性％从体上看，检

结果 用DY方法测算的滚动 口上总溢出指数动态变化对 口长度、 期

数的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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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总溢出指数稳健性检验

五、进一步的分析:贸易摩擦冲击案例

文在对 总溢出指数的 中指出，溢指数面对重点事件的冲击会产生反应。本文

新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作为外部事件，深度 冲击对 溢出的影响，分别 在贸易摩擦

的冲击下溢出指数的变化情况，在易摩擦期 溢 用机制发生哪些变化。附录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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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总结了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事件以及发生的时点。从中 发现，从2018年3月美 宣

结果直至6月15日美方正式宣布对500亿商品 25% 税 ，中美双方的贸易摩擦处

于试探阶段，且在此期间，双 进 轮谈判 效甚微％ 2018年7月6日和2018年9月24日

美方正式对500亿商品和2000亿商品 税，中美双 易摩擦逐渐 ，直至11 缓

解，并在2018年12 1日 后暂时到达平静期。

（一）贸易摩擦总溢出分

图7 用100天 动窗口长度测算的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总溢出效应指数的变化情况%

滚动窗口长度的 影响测算的溢出指数， 的 口能够保证VAR模型 的准 ，短窗

口则能够 效地捕捉金融市场溢出效应的短期波动％本文在对 的 中使用200天 为

口期，溢指数的长期 对 的溢出指数 ，下面本文 动窗口缩短为100
天，以捕捉更细微的金融市场溢出效应变化情况％

Jan-18 Feb-18 Apr-18 May-18 Jul-18 Sep-18 Nov-18 Jan-19 Feb-19 
时间

图7贸易摩擦期间金融市场总溢出效应指数变化情况

在贸易摩擦期间， 金融市场的总溢出指数的变化将其 为三个阶段进 ％第

一阶段从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上旬，第二阶段从2018年6月中旬至2018年9月中旬，第三 

阶段从2018年9月下旬至2019年12月％ 阶段从时间上分别对应 易摩擦的试探阶段、第

一轮征税阶段、轮税阶段％对比 阶段的波动幅度 发现，第一、二阶段的幅度远高

于 阶段，其中 阶段的波动幅度最高％在 一时期，金融市场 的总溢 平 的冲击

大％对应前文中的贸易摩擦时间轴， 发现，在一时期中美贸易摩擦最为 。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中美贸易摩擦升 中国金融市场系统 的累积％

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金融市场 的溢出指数对 的反应 ，市场预期是 金融市场系

统 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在 宣 税金额与执行日期的时间点，总溢出指数

均表现 的上升％ 2018年6月15日美方宣布于2018年7月6日开始对500亿美元商品

25%的关税，次日中国宣布对等 25%的关税％在该时点，总溢出指数从当日19.43上升至20
日的22.56% 轮 税 的正式宣布时间为2018年9月18日，美 宣 于24日对2000亿
商品加征10%的关税，总溢出指数从27.78上升至29.00% ，总溢出指数均在 税的

实际执行日期达到峰值,并没有进一步的上升 ，从反 溢出的上升 期的影响,

政策实际执行通过影响经济基本面和金融摩擦 溢出的机制无法在短时 体

现％除此之外,对于几次大幅攀升的时间点 对应事件，如4月17至18日总溢出指数从18.68
跃升至24.27，一 主要与4月16日美国宣布制裁中兴通讯以及17日中国宣布对进口高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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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有关。

与之对应的是，在贸易摩擦的几次谈判缓和阶段，总溢出指数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2018 
年5月20日中美两国在谈判后发表联合声明，总溢出指数从5月17日19.46降至21日的19.30% 

2018年6月7日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愿意在相向而行的前提下扩大自美进口，4日至到7日溢 

出指数从19. 14下降至18.55%在贸易摩擦期间，对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一次中美谈判为2018年 

11月1日的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话提议举行两国元首会晤，中美贸易摩擦再一次得到缓和，11月2 
日总溢出指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月初至月底下降了 5个单位％

贸易摩擦期间不确定性变化也会对总溢出指数产生影响％对比三次谈判的结果与谈判前后总 

溢出指数的变化情况,11月1日谈判对总溢出指数的作用效果明显强于5月和6月两次谈判％ — 

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不确定性将随着谈判的结果发生波动，前两次的谈判都伴随着不久后美方再 

次宣布贸易摩擦的升级从而引起金融市场产生大量的不确定性，而最后一次的谈判最终结果为12 
月1日双方领导人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关税,市场中不确定性大大降低％

在中美双方暂时达成一致意见后,系统性风险仍然处于高位％此时金融系统中各市场之间仍 

具有高关联性，金融系统相对较强的脆弱性不利于抵御其他外部冲击％从2018年12月至2019年 

3月的数据可以看到，中美双方达成一致后,金融系统中的系统性风险水平仍然较高％中美双方在 

2018年12月1日达成一致意见后，金融系统的总溢出指数在近一个月内快速下调，但与2018年 

12月底出现快速回升且在2019年2月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此时冲击将更容易在金融市场

%
（二）贸易摩擦期间的风险溢出机制

在风险溢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回归方程中添加代表贸易摩擦阶段的时间虚拟变量  

tradefrictiop，该变量在2018年3月至11月之间的值为1 ,其他时间点为0%表6显示了在添加贸易 

摩擦虚拟变量，以及其与影响风险溢出的主要因素的交乘项之后的回归结果。交乘项的系数反映 

了在贸易摩擦阶段，各变量对风险溢出指数作用效果发生的变化％结合宏观经济变量的回归系数 

以及其与时间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分析，可以看到:在贸易摩擦期间，国内工业生产值以及 

其交乘项的系数均为负，说明经济水平对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的抑制作用增强;另一方面,进口水平 

以及其交乘项的系数均为正，进口增加将产生更大的风险溢出％此外，出口水平、预期分别与时间 

虚拟变量做交乘项的系数与其变量本身的系数符号相反，且两个系数的和在统计上显著为0%不 

确定性与交乘项的系数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不显著，说明贸易摩擦时期不确定性渠道 

对风险溢出的影响不发生变化％由此可知，在贸易摩擦阶段，国内经济水平与进口水平对溢出的作 

用效果得到增强,经济不确定性对溢出指数的作用效果不产生变化，而出口水平和市场预期在贸易 

摩擦时期对溢出基本不产生影响％

此外,结合前文的分析可知,总溢出指数对信息的反应是较为灵敏的％因此，本文进一步构建 

时间虚拟变量Stagel2和stager ,stagel2在贸易摩擦的第一和二阶段为1、shge3在第三阶段值为1 , 

其他时期值为0。表7展示了出口水平、市场预期分别与贸易摩擦不同阶段虚拟变量做交乘的回 

归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出口水平还是预期，其与第一、二阶段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 

明两条渠道的作用效果减弱出现在贸易摩擦的第一、二阶段，而在贸易摩擦的第三阶段，出口水平 

对总溢出指数的负向影响作用增强，预期指数与第三阶段交乘项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 

预期渠道对风险溢出的影响效果不发生变化％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贸易摩擦时期，经济基本面渠道与金融摩擦渠道对风险溢出 

的作用效果整体得到增强，出口增长与良好的市场预期对溢出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贸易摩擦的 

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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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贸易摩擦期间各宏观经济变量对总溢出指数的影响

经济基本面渠道 金融摩擦渠道
预期 经济不确定性

国内经济水平 出口 进口

⑴ (2) (3) (4) (5)

-0.0026 -0.0002 -0.0103 -0.0333 -0.0369
XP

(0.0515) (0.0510) (0.0513) ( 0.0482) ( 0.0486)

-1.6329 ** -1.6523 *** -1.6356*** -1.6454 *** -1.7268 ***
EXPORT

( 0.3970) (0.3955) ( 0.4000) (0.3961) ( 0.4066)

2. 9215 *** 2.9451 *** 2.9129 ** 2.9005*** 2. 9993 ***
XMPORT

( 0.4104) ( 0.4119) ( 0.4126) ( 0.4016) (0.4308)

-0.0921 -0.1183 -0.0801 -0.0249 -0.0504
M2

( 0. 4726) (0.4768) (0.4738) ( 0.4661 ) ( 0.4827)

-0.1716** -0.1681 ** -0. 1734 ** -0.2192 ** -0. 1630 **
CONEXP

( 0.0754) ( 0.0769) ( 0.0746) ( 0.0857) (0.0818)

EPU
0.0062 0.0059 0. 0064 * 0. 0064 * 0.0058

( 0.0038) (0.0038) (0.0038) ( 0. 0035 ) ( 0.0039)

0.0872 0.0910 0.0834 0.0694 0.0802
VXX

( 0.0642) ( 0.0649) ( 0.0639) (0.0633) ( 0.0654)

—adefi'iUioo
27. 7022 *** - 18. 8393 *** -16. 7899 * -27. 8958 ** -2. 6817

(2.9810)( 8.2062) ( 6.0322) (8.6172) (13.5563)

-0.0490 -0.0504 -0.0429 -0.0240 -0.0180

X X tvodefi'iUioo

( 0.0415)

-0. 1497 ***

(0.0408) ( 0.0420) ( 0.0384) ( 0.0407)

( 0.0458)

1.6259 ***
EXX X —adru—o

( 0.4552)

1.6680 **
(0.7748)

0. 2433 **
(0.1188)

0.0074
( 0.0061 )

XX X —adefrU—o

CONEXP X —adenUioo

EPU X —adefrU—o

常数项
64.5570 67.3968 60.8281 51.7760 44.6819

( 56.2291 ) (56.3365) ( 56.7645) ( 54.8872) ( 57.3057)

样本个数 132 132 132 132 132

R2 0.6390 0.6411 0.6362 0.6372 0.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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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贸易摩擦的不同阶段出口水平和预期对总溢出指数的影响

贸易摩擦第一、二阶段 阶

出口水平 预期指数 出 预期

⑴ (2) (3) (4)

-0.0168 -0.0286 -0.0204 -0.0154
IP

(0.0499) ( 0.0489) ( 0.0480) ( 0.0471 )

-1.7469 -1.6948 -1.5962 -1.5829
EXPORT

( 0.3974) ( 0.3971 ) (0.3988) ( 0.3985)

3. 0735 !! 2. 9959 !! 2. 8268 !! 2. 8135
IMPORT

(0. 4203 ) ( 0.4110) ( 0.4019) ( 0. 4045 )

-0.0394 0.0300 -0.0614 -0.0825
M2

( 0.4759) ( 0.4720) ( 0.4642) (0.4783)

-0. 1383 ! -0. 1787 !! -0. 1890!! -0. 1946 !!%ONEXP
( 0.0745) (0.0763) ( 0.0735) ( 0.0802)

EPU
0. 0062 ! 0. 0070!! 0.0061 0.0060
( 0.0036) ( 0.0034) ( 0.0039) ( 0.0042)

0.0998 0.0829 0.0567 0.0591
HI

( 0.0665) ( 0.0645) ( 0.0645) ( 0.0652)

-0.0291 -0.0217 -0.0423 -0.0467
( 0.0402) ( 0.0394) ( 0.0401 ) ( 0.0387)

stager
-17. 4807 !!
(8.6561)

1.3572

-24. 7782 !!
(11.6819)

EXH X stager
( 0.8247)

0. 1925 !
ONEXP X stager

stager

( 0.1105)

16. 2513 !!
( 5.4667)

-0. 8774 !!

3.4928
( 17.7281 )

EXH X stagaer
(0.4303)

0.0114
%ONEXP X stager

常数项
44.4073 39.0062 62.5132

( 0.1547)

67.3379
( 56.3840) ( 55.9221 ) (55.1720) ( 56.3905)

样本个数 132 132 132 132

R 0.6315 0.6399 0.6315 0.6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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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期间定向溢出

图8 在 易摩擦不同时期各金融市场 的 ％在 时期（图a）的五个

金融市场 互溢出的 图中，债券市场与同业 市场聚集，而股票市场则与外汇市场和大

宗商品市场 ％在中美贸易摩擦时期， 图中各金融市场 的距离与位置发生明

变化。在 易摩擦的第一阶段（图b）, 图中股票市场从外 中 动，债券市场与股票市

场 大宗商品市场 的 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 大宗商品市场主要表现为 接

,外汇市场和同业 市场则主要作为扩散者。但市场中最主要的溢 发生在 集

群内部， 由外汇市场向股票市场传导，由 业 市场向债券商品市场 ％

同业拆借市场

大宗商品市场

(a)

图8贸易摩擦期间各金融市场之间相互溢出网络

:图（a）为使用 数据均值绘 成的 图，图（b）、（ c）、（ d）别为使用贸易摩擦试探阶

段、第一轮征税阶段 轮征税阶段各金融市场相互溢出均值绘 成的 图。

在贸易摩擦的 阶段（图C）,大宗商品市场也 图中心移动，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

强。外汇市场、大商品市场 业 市场作为 的净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

场 现为 的扩散者，且别主要作用于大宗商品市场和同业 市场。

在贸易摩擦的 阶段（图d）,股票市场从 图中心外移，金融市场 的 现

为 群。 ，与 时期相比，债券市场 业 的溢出效应 ，股票市场也转

其集群内部的中心位置，与大宗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 强。外汇市场的重要 比于

时期 ％在一阶段，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现为风险的净 ，外汇市场虽然表

现为净 ，但其用效果不强。

上述 说明，中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性随着中美贸易关系紧张而增强，随着贸易摩擦的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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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减弱；股票市场在贸易摩擦较强时期处于金融市场网络的中心，与其他四个金融市场的关联性 

较强，其中与股票市场 为 的是大宗商品市场。

图9为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股票市场与大宗商品市场 的相互溢出变化情况％由图

9 ，大商品对股票市场的净溢出一般为正且绝对值 ，但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 主要

现为从股票市场向大宗商品市场 且力度较强。2018年一季度两市场 的相互溢

平基 一致,4 大商品市场向股票市场的溢出开始超过反向溢出， 的水平.相

近。此时,两市场 的 主要由大宗商品市场传入股票市场。2018年6 后，两市场之间

的相互溢 现大 升,且股票市场向大宗商品市场的净溢 ，直至2018年11戶

后 的水平 一致％

25「

Jan-18 Mar-18 Jun-18 Sep-18 Dec-18 Mar-19
时间

图9股票市场与大宗商品市场成对溢出指数

注:实线为股票市场向大宗商品市场的溢出指数，虚线为大宗商品市场向股票市场溢出指数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大宗商品市场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之间的关系密切，其商品价格的变 

动 球供需水平、政策变动 经济不 等多重 冲击而产生波动 。而国其他金

融市场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外溢作用有限。因此，大商品市场一般表现为 的扩散者% ，在

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股票市场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 业的股票 冲击，中国股

票市场对其他市场的风险溢 用增强，逐渐表现为风险的扩散者％

六、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大商品市场 业 市场数据，使用 

Diebold-Yilmaz溢出指数对各市场 的溢出效应进行度量和 。本文测算出的指数对于全球

金融危机、2013年 业“钱荒”、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的反应，一程度上说 指标能够有

效可靠地反映跨市场金融 ％此外，测算的总溢出指数在中美贸易摩擦期 现大幅攀升，说

中美贸易摩擦的 中国的金融 。本文的主要结 下％

在时间维度上，中国金融市场 统 累积和消减具 对称特征，冲击对金融市场风

险溢出影响具 ，溢 效应指数在短时 累积，但下 速度 迟缓％进 口水平、预期

不 是影响 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出口平 、进口水平 累积，而预

期指数上升 不 下 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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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维度上，从整体上看中国跨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的结构相对稳定，当冲击作用于单个金融 

市场时风险的跨市场传染能力有限。金融市场网络形成股票、外汇、大宗商品市场，债券、同业拆借 

市场两个集群，集群内部关联性更强%

此外，将中美贸易摩擦作为外部冲击深入研究发现:第一，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程度随着中 

美贸易摩擦升级而增强，在贸易摩擦缓和时减弱,但在中美双方暂时达成一致意见后，总溢出指数 

的回落并不明显，系统性风险仍然处于高位，金融系统仍有较强的脆弱性;第二，在贸易摩擦阶段， 

经济基本面和金融摩擦渠道对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的作用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第三,中美贸 

易关系较为紧张的时期，股票市场处于金融市场网络的中心与其他四个金融市场风险相互溢出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强，其中与之关联性最紧密的是大宗商品市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 

建议％

对于投资者而言,应根据各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程度合理配置资产，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在贸易摩擦期间，股票市场与大宗商品市场之间的关联性增加,而外汇市场在该时段内与其他市场 

之间的关联性较低％因此,投资者不宜同时持有较多证券和大宗商品，可将部分资产转移至外汇 

市场％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应降低股票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之间的高关联性,尤其是与大宗商品之 

间的关联性，防止风险跨市场传染％在贸易摩擦期间，国内经济水平、进出口水平以及预期都是主 

要的风险溢出渠道％因此，在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兴起、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为了保证 

中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稳定性,应一方面积极与他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需要合理引导投 

资者预期，增加政策透明度％最后，系统性风险易于积累但难以消减，当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水平 

处于高位且持续时间过长时，来自局部的小冲击也容易引发金融市场震荡，因此政策制定者应积极 

采取相关宏观审慎措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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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贸易摩擦重要事件梳理

时间 事件

2018 3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总统备忘录。基于对中国发起的301贸易调查，对从中国进 

口的约600亿美元商-加征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建议加征关税的中国产-清单，涉及行业有航空航天、信息

2018 4 4 和通信技术、机器人、机械制造、制药等，价值约500亿美元。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 

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等500亿商-加征25%的关税°

2018 4 6
特朗普表示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加征关税。商务部表态，如果美 

方公布新增1000亿加征关税的产-清单，中方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的反击。

2018 5 3 4

2018 5 14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讨论。

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政府邀请，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5月15日至19日赴美访问。

2018 5 20
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声］”，就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创造有利条件扩大制造业产- 

和服务贸易、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双向投资等问题达成共识。

2018 5 29
白宫声明称将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高科技产-加征25%关税，并将于6月15日前公 

布清单。

2018 6 2 3
副总理刘鹤带领中方团队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带领的美方团队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了 

磋商。

2018 6 7
商务部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中美双方在上周末的磋商中，就一些具体的贸易合作领域 

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

2018 6 15
白宫对中美贸易发表声］，拟对1102种商-合计500亿美元商-征收25%关税。声］ 

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第一组关税于7月6日开征。

2018 6 16

2018 6 27

2018 7 6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加征500亿关税。 

特朗普表示限制中国投资美国关键科技。

中美双方分别对对方340亿商-加征25%关税。

2018 8 2
白宫发表声明要将对中国2000亿美元销往美国产品的加征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

25%O

2018 8 8

2018 8 23

2018 9 18

2018 9 24

中美双方宣布对剩余160亿商品加征关税，于8月23日执行。

中美双方分别对对方160亿商品加征25%关税。

美方宣布于9月24日对2000亿商品加征10%关税，2019年1月1日上升至25% ° 

美方对2000亿商品加征10%关税°

2018 12 1
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晩餐会晤，双方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 

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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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 - Switching Stock Price Process, Macroeconomic Dynamics and 

the Response of Monetary Policy

MA Yong ZHANG Shuhux DONG Yichen

(School of Financc, Renmin Univeo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h: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structurcl change of stock pricc dynamics and its macroeconomic etects by 

building a reyioc-swiohing DSGE model and dOcuss whethco monetao polica should respond to the change of stock pricc 

growth r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poVco authority releases a signct of stock pricc adjustment, mai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variables will reach their equilibrium level over the target period if market participants expect the signal to be 

credible, and vice versa. In addition, we ate find that during the regioe-switching process of stock pricc growth, a popeo 

response of monetao PoVco to the change of stock price growth would 6X6000 reduc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uctuations, 

resulting in a lower loss of social welfare. However, if monetao policy responds too much to the change of stock price growth,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will be undermined, leading to a much greater loss of social welfare.

Key Words:Regime Switch； DSGE Model； Structural Change； Monetao Police

JEL Classification*E32； E44； F36

Dynamics and Mechanism of Cross-section Rist Spillovers 

among China's Financial Mardeh, With a Focus on the Impact of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ANG Yi SONG Jiaxin TAN Xiaofen

(School of Finance, Central Univeo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piOoveoindex-calculation method developed by Diebold and Yiluae (2012) ,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risk spibovers among equities, bonds, currencies, commodities and inter-bank lending markets in 

China from both tioe dimension and cros s - section dimension. Be rides , thO paper also taker Sino-AS trade friction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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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i shock to analyze the transmission of risk spiVover. It finds that there exists asymmetm V the time dniiension between 

the accumulation and reduction of systemic risks in China's financiV markets. Import and export levei, expectation and 

uncertainty are tUe main channels ayectino risk spiVover eSect. In the space dviiension, the structure of risk spiVover across 

financiat market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 financiat market network forms two clusters of stock, foreign exchange, 

commodttsmaaketand bond, tntea-bank iendtngmaaket.FuatheaanaisstsoZexteanaishockstaansmtston tndtcatesthat, 

during tUe trade friction period, tUe levei of spiVover eSect in China's Sinancim market is mainly bected by tUe domestic 

economic levei and import levei. With the escalation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however, the levei of export becomes one of 

the main cause of tUe rising spiVover index, ad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de friction stock market move to the center of the 

financiat market network. To prevent and defuse financial risks caused by trade frictions ad the cross-market 001110X1011 , 

polica mabers need to properly yuide market expectations and reduce economic uncertainty while ensuring that economic 

fundamentals do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Key Words:Systemic Risk； Financiat Networks; Financiat Market SpiVovers； Sino-US Trade F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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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ax Avoifance

LEI Qianhua聞 HUANG Yujia[b] CAI Guilong[c]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U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c,b- +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 China,c )

Abstract: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 stmteaic choico to enhanco corporate value and competitiveness. Using 2008 - 

2017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as a s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Ue impact of firm internaXonalization on tex 

avoidance, and finds that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wilt increase the deyree of tec avoidance. Furthermore, the heteroaeneity 

test finds tUat tUe positive eSect of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tex avoidanco mainly exists in firms of executives without 

overseas background, besides, firm size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neaatively reaulate tU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inUrnationalization and tex avoidance.

Key Words；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 Tec Avoidanc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JEL Classification *D22； F23； F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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