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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III强调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日益重要。这一新法规的大多数要求围绕着一套
定性和定量的规定阐述、以有效监察和主动管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状况。本白
皮书回顾了巴塞尔协议的相关监管要求、并探讨各机构如何通过加强流动性风险分
析、资金转移定价方法、流动性压力测试框架和全面风险管理平台遵守监管规定。本
白皮书重点介绍了欧洲银行管理局(EBA)拟议中的补充性流动性监控指标(ALMM)、信
贷机构融资计划要求以及美联储的全面流动性评估与审查(CLAR)框架、并且展示了金
融机构将内部行为模型加入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实践、对加强回报和利用其资产负债表
组成、资金结构和业务模式相关竞争优势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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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流动性风险
金融行业监管机构认定“低效”的流动性管理是危机的一个主要特征、并重点指出流动性风险
受到的关注少于其他风险。例如、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 (英国金管局) 表示、计量和管理银
行流动性风险与资本或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同等重要、但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不论是在英
国还是在国际上、流动性风险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而当时有关银行监管的争论都被巴塞
尔协议 II 资本充足性标准的设计所主导。现在、让流动性监管回归核心重要地位是至关重要
的。
自2007年底开始的市场动荡证明、流动性风险与金融 (如市场和信用风险) 和非金融风险(如
操作 / 声誉风险) 两者相互联系、需要从全面风险管理的角度加以管理。例如、2007-2008
年的危机始于与次级房贷表现挂钩的结构性信用资产的信用质量恶化。随后、这一事件触
发了结构性投资工具的融资问题、最终导致银行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的困难。
实际来看、银行盈利和资本的流动性风险来自其无法以合理成本履行到期义务。尽管流动
性风险是银行业务所固有的、但由于资产和负债之间的期限转变1、直到最近、全球监管框
架2才对此做出明确规定。
一般来说、要有效解决整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暴露、必须管理好三个中心课题：
»» 市场流动性风险、这涉及价格变动和损益影响。
»» 融资流动性风险、这涉及现金流估计 (资产和负债)。
»» 应急计划 (包括流动性压力测试)，这考虑在缺乏市场或资金流动性时、金融机构如何继续
履行义务、特别是在承受压力期间。
银行还必须注意监管未来发展。例如、EBA于2014年公布的ALMM和融资计划要求、提高了
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合规工作的复杂程度。
制定流动性风险管理计划也是有效流动性风险合规的一个必要条件。要行之有效、计划应
首先建立全面风险治理框架、解决金融机构的核心流动性风险问题：
»» 声誉、信用、利率和资金风险之间有什么关系？
»» 信用风险如何影响市场流动性风险？
»» 根据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组成和业务模式、正确的资金转移定价是什么？
»» 哪些资产和负债应实施资金转移定价？
»» 哪些资产和负债行为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
»» 非合同承诺会不会造成资本和资金问题？
»» 不同压力测试情景下的资金成本是多少？

1 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通常是错配的、长期资产的资金以短期负债提供。
2 巴塞尔协议 III 流动性标准、金融服务管理局修订后的流动性标准、美联储建议的流动性风险规则、香港金融管理局 LM-2、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欧洲银行监督委员会有关流动性缓冲等的指引。

3

2015年3月

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强化框架

MOODY’S ANALYTICS

客户行为建模对流动性风险管理至关重要
巴塞尔协议III新法规的一个核心方面涉及准确计量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状况。这又依赖全面
分析不同情景下资产和负债行为的特征。图1显示为了进行流动性风险管理而应建模的主要
行为。
图1：行为模型：组成部分

提前还款行为
» 借款人提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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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标产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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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负债进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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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流动性风
险？

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正在顺应流动性风险监管规定的影响，调整业务模式、资产负债表组
成和战略、例如缩短组合期限、简化交易结构、限制对非流通资产的风险暴露和大力竞争
存款。在此情况下、金融机构应借助内部行为模型、利用隐性的竞争优势、和降低由流动
性驱动的监管成本。
例如，与基于规则的方法相比、在现金流分析和流动比率计算中加入金融机构特定的前瞻
性行为假设具有显著优势、因为模拟中考虑到资产负债表组成、战略和资金状况。这种做
法可以带来更实际的效果——通过更好地管理资产和负债行为管理而产生。另外、可以从
流动比率计算中扣除流动性成本、和最大化客户粘性。总的来说、这是提升回报的机会、
要好于使用标准行为假设、这些假设经常不能准确反映机构的业务模式、得出的比率过于
苛刻。
图 2 提供了一个例子。在这个案例中、将内部行为模型纳入流动性覆盖比率3 (LCR) 计算
中、可以将比率从 90% 提升到 102%、从而可反映机构真实的流动性风险和资金状况。另
外、内部行为模型反映出机构可用以提升回报的竞争优势。
图2：LCR 敏感度分析和缓冲组成

LCR 敏感度分析：
纳入内部行为模型

LCR 分析：缓冲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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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详情请参阅本文中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II标准流动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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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一系列行为模型可以通过明确反映金融机构的业务和融资模式、加强现金流模拟和预
测分析。例如，行为假设在资产负债管理系统中的参数化、是设立这些系统的重要步骤。但
是、金融机构通常不够重视客户行为的分析以精确地反映其资产负债表结构。因此、金融机
构的现金流估算、资金转移定价指标、资金假设和流动性分析可能严重失准。
例如，分析借款人提前还款可能对流动性风险计量指标和资金转移定价计算产生重大影 响。
在这一阶段，零售和公司借款人的行为必须分别建模。公司借款人的提前还款决定通常跟随
着状态相依的要素而定。零售借款人的提前还款应使用一套解释因素分析、包括借款人具体
信息、季节性差异、市场利率、营销活动和宏观经济因素。
针对合同期限较短、但在到期时一般必须重审和续期的风险暴露、其期限的正确度量、也可
能影响机构的流动性缺口指标、净利息收入或风险盈利指标。循环授信便利4使用情况计量缺
乏细致度、也对流动性缓冲和资金具有重大影响、因为使用率较高意味着资金需求和流动性
风险也会较高。

加强巴塞尔协议 III 标准流动比率分析
巴塞尔协议 III5 引入了两个最低标准比率、以主动管理和监察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流动性
覆盖比率 (LCR) 和净稳定资金比率 (NSFR)。监管标准要求机构持续符合100%的最低比率。这
两个比率的实施有一个过渡观察期6 、确保机构有时间调整资金结构和实施必需的分析和全面
风险管理架构、以支持其在流程中的计算和报告。
LCR7 反映银行将无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资产转换成现金、以抵消一个月内预测现金流的能
力。因此、它涉及机构可用来抵消三十天内预测流出金额的流动资产数额。
净稳定资金比率 (NSFR)8 要求银行备有足够的预期稳定的资金、以应付一年内的潜在资金使
用。它涉及金融机构应对一年内资产流动性所需的稳定资金数额。
LCR 和 NSFR 对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制定一套基于标准行为假设的权重规则、以反映未来的受
压市场情况。在计算比率时、这些权重可能使某些资产比其他资产更有吸引力。
这些比率意味着信用和流动性风险管理之间更强的整合、其计算需要信用和流动性风险信
息。因此、金融机构必须分析其现金流数据、信用数据、和其他补充数据、以方便计算和比
率参数化。在这一阶段、还必须分析可纳入流动比率计算中的资产。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应能根据本身的内部行为模型计算这两个比率、以准确反映
其真实资金状况和资产负债表组成。这有助于提升回报。例如、在计算 NSFR 比率中的可用稳
定资金时、界定其核心存款数额时的小变动将可能对新资产所需资本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准确归纳机构内部行为的特征、对流动性要求的分配和计算至关重要、以免高估流动性缓冲
的成本(从而提升回报)。
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在计算过程中、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平台应能深入挖掘各个比率、以
了解详细的相关流动性头寸和资产组成。金融机构还应当设有预警指标框架、以监控比率、
数据准确性和质量、并在出现变化前采取行动。

4 《计量信贷额度违约损失违约风险暴露》(Measuring the exposure at default of credit lines)，Jin Zhang，Moody’s Analytics
5 《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控的国际框架》(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 Standard, and Monitoring)，
国际清算银行。
6 LCR和NSFR比率将分别于2015年和2018年启用。
7 LCR 的正式定义是
8 NSFR 的正式定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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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显示样本资产负债表 LCR9 流出再分配仪表板和缓冲组成分析。
图3：LCR 流出分布仪表板和缓冲组成分析

LCR 分析：流出分布

LCR 分析：缓冲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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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监管强化
伴随银行开始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III有关流动性的核心监管规定、部分监管机构对相关监管
法规继续进行调整、其目的是提高政策透明度、并在未来发生银行业危机时降低对纳税人
和实体经济的冲击。这些新增监管规定通常是地区性的、因此增加了银行管理工作的复杂
程度。
例如、EBA于2014年公布了两份监管法规草案、涉及ALMM和信贷机构融资计划两方面。
ALMM监管要求强调了对下列补充性流动性要求的需求：
»» 期限阶梯
»» 按交易对手计量融资集中度
»» 按产品类型计量融资集中度
»» 按发行人/交易对手计量抵销能力
»» 各种期限融资的价格
»» 融资的展期
»» 预估LCR和NSFR
这些要求将会增加银行在数据收集、计算和报告方面的工作量。除了报告这些结果外、银
行还需遵从LCR和NSFR报表、第一和第三支柱报表、欧盟通用报告架构(COREP)和欧盟财务报
告架构(FINREP)报表以及其他关联方报表等要求。
EBA还公布了信贷机构融资计划方面的监管要求草案、目的是在未来银行需要流动性支持
时、减少他们对政府融资的需求。该法规草案与其他监管法规的不同之处在于银行无须遵
守特定的比率要求。相反、只要银行的资产负债3年滚动业务规划、基于当前预期能够在没
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保持适足资金、就能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EBA已公布了预期资产、负
债、流动性预期比率、资产收益率、融资成本、融资错配、确定重组成本等相关模板。
银行必须计算、报告这些结果、并与递交给监管机构和关联方的其他报表保持一致。
此外、用于预估这些结果的计算方法和模型必须稳定、实际且实用。

9 仅供参考。分析由Moody’s Analytics巴塞尔协议III资本和流动性风险解决方案：RiskAuthority™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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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除LCR和NSFR比率外、美联储还新增了一项流动性测试、即全面流动性评估与审
查(CLAR)、目的是以类似于全面资本分析与审查机制(CCAR)的方式、计量机构和系统层级的
流动性风险、但初期仅针对一些大型机构。CLAR旨在测试银行在承压时满足融资义务的能
力。根据测试结果、银行或被迫改变其融资来源和结构。与CCAR不同的是、CLAR的测试结
果及其方法论框架不会公开。
CLAR要求机构根据行为假定和预测条件来计算一系列流动性和融资压力测试指标、这些假
定和预测条件必须真实反映不同情境下的实际融资状况和资产负债表构成。
上述结果也必须计算和报告、并与递交给监管机构和关联方的其他报表保持一致。

流动性压力测试作为流动性规划工具
流动性压力测试的目标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组成、资金状况和业务策略、分析资
金来源是否足够抵御意外的市场中断。从监管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应当具备一套定性和
定量工具、以符合巴塞尔协议 III 的流动 性风险管理要求、和理顺流动性压力测试流程。金
融机构应当制定解决流动性需求的应急 资金计划、并纳入流动性压力测试流程中生成的定
量信息。此计划应当定期更新、以纳入任何新的监管和/或业务模式变动。图 4 概列了为确
定机构资产负债表韧性而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时应考虑的一些要素。
图4：流动性压力测试：确定机构资产负债表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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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承诺但未取用的授信
和循环授信便利的计划
外提取
5. 无担保批发资金流失

无担保
资金

5
4

授信
额度使用

预警指标框架应有助于监控影响机构流动比率的新浮现流动性压力事件。应当按照巴塞尔
协议 III 的要求建立和更新健全的流动性政策和治理框架、以检讨业务条线和产品流动性风
险。
机构应当具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分析、以在不同情景下估算现金流、和生成所需的
监管压力情景下的缓冲资金和或有流动性指标。为了准确反映机构的业务模式、应当开发
定制的前瞻性情景、并根据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组成和所在国家和地区特定的监管要求纳入
自定义财务、行为和经济变量。
图 5 显示了一个例子10。在此案例中，受压流动比率是在一组情景下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计
算的。此计算方法的优势是可减少计算时间和分析成本、因为无需在此阶段使用资产负债
管理系统重算现金流。然后、将受压水平与流动性规划和合规方面的阈值进行比较。借助
此计算方法，高级管理层可以识别属于流动性和资金风险来源的潜在情景。最后、案例中
也提供了一个详尽、细致、自下而上的高风险情景的分析（例如图 5 中的 “收购 A 银行” 情
景）。
10 仅供参考。流动性压力测试分析由 Moody’s Analytics 全面风险压力测试解决方案：Scenario Analyzer™ 和巴塞尔协议 III 资本和流动性
风险解决方案：RiskAuthority™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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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LCR和 NSFR 压力测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分析

LCR 和 NSFR 压力测试：自上而下分析

LCR 压力测试：“收购银行A”流出再分配
自下而上风险分析

阈值
萧条

92%

110%
102%
89%

收购银行A

75%

NSFR

LCR

金额（美元）

100%

基准

$750

$700
107%

大萧条

定期
存款

$800

95%

$600
$500
$400

逆回购

$300
$200
$100
$0

信贷
融资
$25

其他 回购
$258
无担保 存款
存款 $158
$75

$336

无担保托
管关系
$85

金融机构应分析展期资产的不确定性、其在流动性压力期间保持具备竞争和盈利能力的地
位和取得新业务的能力。应当定期设计、实施和更新限额框架、以识别流动性风险的潜在
来源和资金集中情况。最后、金融机构应当根据所在国家和地区编制一系列定制的流动性
压力测试报告、以符合监管和内部利益相关方的要求。为此、全面的流动性风险解决方案
应当将有关流动性管理和流动性压力测试的信息和方法予以集中。全面的风险管理解决方
案有助于一致地分析机构不同信用、资金、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风险状况的情景。

将或有流动性纳入资金转移定价中
监管机构强调或有流动性在各国家和地区新监管规定中的作用，以及有需要将此指标纳入
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中。或有流动性涉及为了履行突然或意外的资金义务和吸收潜在损
失，而备存充足优质流动资产缓冲的成本。资金转移定价 (FTP) 流程1111是资产负债管理的
中心组成部分之一、因为它有助于风险转移、盈利能力计量、资本分配和业务单位激励匹
配。或有流动性会对机构产生真实成本、因为它与流动性缓冲的成本相关。因此、或有流
动性应分配给机构的 FTP 框架、以管理发起活动。
FTP 组成部分取决于待转移的资产和负债、而这由业务模式、资产负债表组成和期望 的未
来状态所决定。以公司贷款为例、FTP 组成部分应包括信用利差（就金融机构为该风险暴露
承担的信用风险提供补偿）和选择权利差 (就合同中嵌入的任何选择权、例如提前还款选择
权、补偿银行)。
机构的 FTP 框架应将资金流动性利差 (支持风险暴露剩余期限所需资金的预期成本) 和或有
流动性利差 (用以补偿履行意外义务而备存充足优质流动资产缓冲的成本) 纳入计算中。图
6 说明了将或有流动性12纳入不同实际13期限的批发贷款组合 FTP 组成部分的影响：贷款期限
越长、或有流动性缓冲越高。

11 《实施高价值资金转移定价系统》(Implementing High Value Funds Transfer Pricing Systems) 、Robert Wyle 和 Yaakov Tsaig，Moody’s
Analytics建模方法论文。
12 仅供参考。所进行的或有流动性分析使用Moody’s Analytics 行为模型和Moody’s Analytics FTP 模型。
13 实际期限考虑到贷款所嵌入的潜在选择权风险（如提前还款）、因此一般不同于合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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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差（基点）

图6：资金转移定价网格：利差分解分析

商业利润率
期权利差
信用利差
或有流动性利差
融资流动性利差

剩余期限（年）

将流动性风险整合进全面风险管理
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应当整合进金融机构的全面风险管理平台。最佳实践是将数据管理基
础设施、行为分析、现金流计算系统和流动性报告系统整合进全面风险管理平台、以减少
成本、提升效率和自动计算和提交监管要求信息。这一整合有利于金融机构各国家和地区
一致进行流动性分析、和向监管机构和内部利益相关方提供报告。
从流动性合规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应具有根据所在国家和地区生成预先配置流动比率报
告的基础设施和系统。金融机构还应保存流动性指标记录、以便进行趋势分析、审计和基
准比较。
从工作流程和数据管理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应发展集中化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基础设施、
致力整合数据、分析和报告。所有对计算、管理、报告和监察流动比率至关重要的信息、
应当可以简单和高成本效益取得。
最后、流动性风险管理平台应当容许自定义情景和内部行为假设的整合、以从多个维度针
对旗下各子公司有效分析、计算和报告流动性指标。

关于我们
Moody’s Analytics针对全球各类机构所面临的风险管理需求、提供端对端企业风险管理解决方
案。Moody’s Analytics的解决方案融合了各种独特的软件、尖端的分析法、数据和资源。
如果您想深入探讨本文并了解如何获得帮助、敬请联络我们：
enterpriserisksolutions@mood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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