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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
“太大不能倒”
?
—全球银行改革面临的最大考验
欧美在金融危机后的银行业改革，
依然回避了
“太大不能倒”
这一问题的本质，
其核心在于混业经
营加剧了金融体系的道德风险—综合银行的商业银行部门吸收公众存款，
并得到政府公开或
隐含的担保，
但它的投行部门则从事风险更高的自营与交易业务，
内部
“套利行为”
导致了利润的
私有化与亏损的社会化这一尖锐矛盾。相比之下，
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模式更为审慎稳健。
2008-2009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

Rule）
，以限制银行控股公司的资本

机的根本原因，
限制自营与投资大概

国、英国、欧盟、金融稳定局
（FSB）

市场自营业务，
包括股票、定息债券、

也很难防止下一次金融危机。何况

与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都在绞

外汇与商品期货等衍生品交易，
以及

在实际金融运作中，区分自营与
“做

尽脑汁设计银行体系改革方案，试

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笔

市和代客交易”
并非易事。尽管如此，

图在资本金、流动性、透明度、风险

者曾与这一规则的创始人保罗·沃尔

这一规则的出台还是聊胜于无。银行

管理、衍生品交易、潜在利益冲突、

克先生本人几度交流。他的出发点很

机构的业务范围和资产构成最终决

信用评级、甚至高管薪酬制度等方

简单，凡是受美

面实行全方位改革，引进增加和修

联储最后贷款人

订了许多银行监管条例。但对于全

流动性支持的银

定了银行的规模

英国的
“围篱”主张比美

与复杂程度，我
很欣慰沃尔克先

球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最尖锐也

行控股公司都不

国的
“沃尔克规则”迈进

是最令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 —

应该拿
“存款人”

了一大步，
但两者与解决

兰克法案》对这

“太大不能倒”
（too big to fail）和
“太

的资金去赌博，

银行
“太大不能倒”的目

一问题给予了关

关联不能倒”
（too inter-connected to

而只能做一些较

标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生以及
《多德 - 弗

注，
因此
“沃尔克

fail）
，
现在出台的各种银行改革方案

低风险的贷款、

却要么完全回避，要么轻描淡写，只

证券承销与经纪

做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处理。

业务。举例来说，
高盛和 JP 摩根可以

触及了
“太大不能倒”
与
“太关联不能

继续做自营，
但是他们不应该是银行

倒”
的核心问题。

欧英美依然在回避
“太大不能倒”的核心问题
美国金融改革的重头戏—《多
德 -弗 兰 克 法 案 （
》Dodd-Frank Act）

引入了所谓
“沃尔克规则 （
”Volcker
作者为春华资本集团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兼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
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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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如果他们选择后者，
自营
业务就必须受到限制。
沃尔克先生是笔者的良师益友，

规则”虽没有直
接攻入、但至少

有意思的是，英国银行业独立
委 员 会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ICB）
的最新报告提出了
“围

笔者对他素来敬仰有加，
也很理解并

篱”
（ring-fencing）
的主张，
即把零售银

尊重他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但笔者还

行与投资银行隔离，
在资产、业务、资

是很惋惜他把自己毕生的威望与影

本金比率、甚至董事会层面实行独立

响力质押在一个过窄的议题上。自

运营。这个报告尚未形成法案，
但已

营业务本身并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

经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反响。

显然，英国的
“围篱”主张比起
美国的
“沃尔克规则”又迈进了一大

行、美国银行等，后者为高盛、摩根

力丝毫不逊于 2008 年时的雷曼兄弟。

斯坦利、美林等。

但它的倒闭尽管令市场震惊，
却并没

步。受到政府隐含补贴的零售银行

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保障了美

有冲击华尔街其他大行，
也没有冲击

业务，
必须有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而

国金融体系将近七十年的稳定。这

花旗、大通等商业银行，更没有波及

且，在面临破产清算时银行存款享

期间 , 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全球金融体系。为什么德崇证券虽大

有 优 先 权，高 于 银 行 债 券。可 以 预

朝 鲜 战 争、越 南 战 争、中 东 石 油 危

却可倒，而雷曼则
“太大不能倒”？

见，
“ 围篱规则”一旦变为法规，将迫

机、经济滞胀与数次衰退、拉美债务

为什么两家华尔街大行的相同结局

使苏格兰皇家银行与巴克莱银行这

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违约危

对于美国与全球金融体系有着如此
不同的后果与影响 ？

样的金融机构评估零售银行与资本

机、阿根廷比索危机等重大内部与外

市场业务孰重孰轻，从而对于银行

部冲击，
整体上安然无恙。美国的金

机构的未来业务、资产构成与规模

融体系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黄金发展

场和 1980 年代美国垃圾债券市场的

产生明显的影响。

时期，不仅保持了健康稳定，而且富

一些不同特性外，
最重要的制度差别

除了 2008 年美国房贷次按债市

最令人迷惑不解与失望的是欧
盟的立场。在 2008 年雷曼事件后，
欧
盟政治领导人在银行机构
“太大不能
倒”
这一问题上慷慨陈词，
情绪激昂，
除了欧洲传统上喜欢批评美国式的
盎格鲁 - 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外，更
因为欧洲自身有着银行危机的惨痛
经历—瑞银、富通、法国兴业银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与 HBOS 都蒙受了
惨重损失，需要政府紧急救援，而冰
岛与爱尔兰银行体系几乎全军覆没。
当下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越演越烈，
希腊、西班牙与意大利的银行频频告
急，
法国与德国的银行体系也将受到
新一轮的巨大冲击。但欧盟在银行改
革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避重就轻，
尤其对于银行
“太大不能倒”
的问题，

“围篱规则”
一旦变为法规，
将对巴克莱银行等机构的未来业务、资产构成与规模产生明显的影响。

简直连碰也不想碰。
如果说欧盟是完全不思改革的

于创新，
展现了高效率与无与伦比的

就是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金融体系有

话，
那么美国、英国的改革则显得不

国际竞争力。这段时期，
美国也经历

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个保护伞。

够 激 烈 与 彻 底。不 论 是 美 国 的
“沃

了不少单一金融机构倒闭案。美国

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保证了金融机

尔克规则”也好，还是英国的
“围篱

第七大银行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

构之间的风险隔离，
有效抑制了风险

规则”也好，都与美国大萧条后出台

（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的

跨资产、跨机构与跨国别的急剧传播

的
《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
（GlassSteagall Act）相 去 甚 远。该 法 案 明

文禁止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混业经
营，当时举足轻重的 JP 摩根公司被

倒闭、数十家储蓄贷款机构（Savings

与扩散。遗憾的是，
格林斯潘的美联

and Loans）的倒闭、重要投资银行德

储默许桑迪·威尔拆除了防火墙，
他通

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

过一系列收购兼并建立了花旗集团

倒闭，
以及著名对冲基金—美国长

这个集银行、证券与保险于一身的金

一分为二，从此美国银行业面貌彻

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等。尤其值

融巨无霸，
最终导致美国国会于 1999

底改观，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二者

得一提的是，
德崇证券在上世纪 80 年

之间泾渭分明，前者包括花旗银行、

代是华尔街赫赫有名的投资银行，
其

案。从此，
美国银行业兴起了一波接

摩根保障信托公司、大通曼哈顿银

当时在债券市场的地位、排名与影响

一波的并购整合浪潮，
涌现了诸如花

年正式废除了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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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美国银行和 JP 摩根这样的综合银

机构的生存。
“音乐不息，
跳舞不止”
，

美国立
了。令笔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行集团，
纯粹投资银行数目则急剧减

花旗集团董事长兼 CEO 普林斯的名

法与监管当局并没有在金融危机后痛

少，
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只剩下

言成为了信用泡沫时代银行高层对

定思痛，
反省检讨废除格拉斯-斯蒂格

了五家主要纯投资银行。

风险麻痹无知的真实写照。

综合银行 :
利润私有化与亏损社会化

尔法案的错误。虽然颁布了旨在限制

商业银行因吸收公众存款，包

自营与投资的
“沃尔克规则”
，
但是美

括孤儿与寡妇的养命钱，
因此需要政

国的金融改革与监管新蓝图并没有从
本质上解决

府的存款保

以花旗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向投

险，而政府担

混业经营除了创造更加复杂

资银行扩张，蜕变为综合银行，或者

保的条件是

的大型金融机构、导致了更多

银行
“太大不
能倒”
的问题。

所谓一站式服务的金融超市，
以为找

更高的资本

到了一个崭新、具有生命力的商业模

金与流动性

式，希望凭借规模优势与成本优势，

要求，以及更

与风险控制的难度之外，
它还

提出的
“围篱

实行金融产品交叉销售，
从而实现业

严格的监管，

规则”迈进了

务协同效应、扩大市场份额。但这个

这个要求可

大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道德

的潜在利益冲突、增加了管理

所谓的新商业模式全然忽视了现代

谓合情合理。

风险，
导致了利润的私有化与

金融产业专业化分工的必要性、商业

但投资银行

亏损的社会化这一尖锐矛盾。

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固有的文化差

主要从事资

异，
以及银行客户
（尤其是大公司、机

本市场与衍生品交易业务，
不能吸收

构与高净值个人）对于产品多元化、

零售存款，
只能从金融市场获得较高

英国银行业
独立委员会

一大步，但与
解决银行
“太
大不能倒”或
“太关联不能

倒”
的目标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分业模式更可取

精细化、量身定制与服务质量的高标

成本的批发性融资，
投资银行没有理

准需求。就像沃尔玛和纽约第五大道

由得到政府担保，风险自负，机构虽

全球金融改革能否再回到格拉

的精品店具备不同的功能，
满足不同

大，亦可倒，就像当年德崇证券倒闭

斯 - 斯蒂格尔时代 ？我对此颇为悲

客户的不同需要一样，
所谓金融超市

那样。因此，
混业经营除了创造了更

观。英国
“围篱”举措目前所面临的

的理论逻辑显得主观牵强，
交叉销售

加大型与更加复杂的金融机构、导致

一个重大阻力就是担心欧洲大陆的

的协同效应往往子虚乌有。简单的

了更多的潜在利益冲突、增加了管理

“全能型银行”相对于英国银行的竞

说，
如果你想购买劳力士或者香奈儿

与风险控制的难度之外，
它还大大加

争优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当年美

的时装，
你会去沃尔玛么 ？

剧了金融体系的道德风险—综合

国国会废除格拉斯 - 斯蒂格尔法案

银行的商业银行部门吸收公众存款，

的理据之一，也是分业经营的美国

规模与复杂性显著增加，
当商业银行

通过存款保险制度得到政府公开或

银行难以与欧洲和日本的全能银行

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与投资银

隐含的担保，
享受较低融资成本的优

竞争。笔者实在难以想象，
今天任何

与传统银行相比，综合银行的

行证券承销与自营交易业务二者混

惠，
但它的投资银行部门则从事风险

一个自尊自信的国家希望自己的银

和放在同一屋檐下，
银行业务更为复

更高的自营与交易业务，
导致了利润

行向欧洲和日本的银行现状看齐。

杂，整体风险上升，风险传递的链条

的私有化与亏损的社会化这一尖锐

所幸的是，
中国政府在上世纪 90

与渠道增多，对于风险识别、控制与

矛盾。这一问题，
恰恰是全球金融危

年代初做出了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

管理能力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同时，

机后银行
“太大不能倒”这一困局面

监管的明智决策。中国过去近二十年

由于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在业务模

前，
美欧政府被迫对银行机构紧急救

的金融发展历程与国际的经验，
尤其

式、财务会计、资本金比率以及损益

援时引起
“公愤”
的根源所在。

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
都充分

更有甚者，在危机过程中，JP摩

说明中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证券

“内部套利”
的可乘之机，
风险往往流

根收购了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助银

公司分业经营的模式是可取的、审慎

向监管最松驰与资本要求最低的部

行，
美国银行收购了美国国民融资与

与稳健的，
符合中国的国情与中长期
发展的需要，
应当继续维持不变。

计算等多方面的差异，
给银行提供了

门。因为缺少集中的、有效的风险管

美林，
富国银行收购了美联银行，
美国

理构架与监控，问题资产会不断累

的银行机构非但没有在危机中精简瘦

对于本文内容您有任何评论或补充，
请发邮件至

积，直到突然集中爆发，威胁到整个

身，
反而变本加厉，
变得更庞大更复杂

xincaifu@p5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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