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管　 理　 与　 决　 策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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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以来ꎬ 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存在形式呈现多元化特征ꎮ 本文使

用离散选择模型研究了 ８３ 家外资银行在华发展时分支机构的存在形式选择问题ꎬ 探究了外资银

行在参股中资银行、 分行运营、 法人银行运营、 分行运营同时参股中资银行、 法人银行运营同时

参股中资银行这五种营利性形式间选择的影响因素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外资银行的国际化战略、 资

产实力、 对中国市场的熟悉程度、 母国市场规模和双边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

构的存在形式选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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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其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经济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一直吸引着外资银行

进入ꎮ 自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来ꎬ 履行承诺ꎬ 逐步放宽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客户、 地域和业务限制ꎬ 同时

鼓励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ꎬ 并引导外资银行分行向法人银行转变ꎮ 外资银行在华发展ꎬ 首先需要选择的

即是在华存在的形式ꎮ 目前ꎬ 外资银行在华的存在形式包含以下几种: ①代表处ꎻ ②独立发展ꎬ 包括设立

分行与外商独资银行ꎻ ③参股中资银行ꎻ ④与中资银行一同设立合资银行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外资银行以不同的存在形式在华经营时ꎬ 其机构性质和业务范围均存在区别ꎮ 在机构

性质上ꎬ 外商独资银行与合资银行是企业法人ꎬ 在经营上自负盈亏ꎬ 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承担在华经营的

民事责任ꎬ 并接受中国银监会的监管ꎻ 代表处和分行在华无法人地位ꎬ 直接受境外总行管辖ꎮ 在业务范围

上ꎬ 代表处可以从事与其代表的外资银行业务相关的联络、 市场调查、 咨询等非经营性活动ꎬ 并考察在华

进一步拓展业务的可能性ꎻ 外商独资银行与中外合资银行除少数几项业务②需要单独审批外ꎬ 业务范围与

中资银行相同ꎻ 相比于外商独资银行和合资银行ꎬ 外资银行分行在银行卡、 人民币业务等方面受限ꎬ 业务

范围更小ꎮ 外资银行也能以 “少数股权” 的形式参股中资银行ꎬ 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 根据 ２００３ 年年底

颁布的 «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ꎬ 单个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

过 ２０％ ꎬ 多家外资银行中中资银行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 ２５％ 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底ꎬ ４９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

资银行在华设立了 ３９ 家法人独资银行、 ３ 家中外合资银行、 ９５ 家外国银行分行和 １９７ 家代表处ꎬ ２８ 家外

资银行与中资银行进行了股权合作ꎮ 可见ꎬ 面对中国前景广阔的银行业市场ꎬ 不同的外资银行选择了不同

的存在形式在华经营ꎮ
关于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形式选择问题ꎬ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ꎮ 一部分学者研究了外资

银行在独立发展与并购之间的选择ꎬ 这部分研究多是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ꎮ Ｖａｎ 和 Ｖｉｓｈｗａｓｒａｏ[１] 认为

外资银行与东道国银行相比具有信息劣势ꎬ 这种信息劣势会促使其寻求与并购东道国的银行ꎬ 只有当东道

国政府限制或并购的成本太高时ꎬ 外资银行才会选择独立发展ꎮ Ｃｌａｅｙｓ 和 Ｈａｉｎｚ[２] 认为外资银行在独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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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并购本地银行之间进行选择是受到自身甄别技术的影响ꎬ 并指出当外资银行以独立发展的形式进入

时ꎬ 会加剧东道国银行间的竞争ꎬ 降低东道国银行的利率水平ꎮ Ｌｅｈｎｅｒ[３]的研究发现ꎬ 随着客户甄别技术

的提升ꎬ 银行会依次选择跨境贷款、 独立发展、 并购的形式进入境外市场ꎻ 并指出在欠发达国家的市场ꎬ
相比于新设机构ꎬ 外资银行更偏好以并购的形式进入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外资银行的独立发展包含了分行与

法人银行两种形式ꎮ 一部分学者针对这两种形式的选择进行了研究ꎬ 这方面: Ｃｅｒｕｔｔｉ 等[４]的研究表明东道

国税率较低、 监管程度较高时ꎬ 外资银行倾向于以分行形式存在ꎻ 当东道国政治风险较高而市场条件较好

时ꎬ 外资银行偏好以法人银行形式存在ꎮ Ｂａｌｌ 和 Ｔｓｃｈｏｅｇｌ[５] 在对美国和日本的外资银行进行研究时指出ꎬ
外资银行资产规模越大ꎬ 对东道国市场越熟悉ꎬ 则趋向于建立法人银行而非分行ꎮ Ｔｓｃｈｏｅｇｌ[６] 在对美国的

研究中发现ꎬ １０ 家资产实力较强、 与美国文化差异较小、 在母国市场发展受限的外资银行ꎬ 拥有了美国

市场最大的 １２ 家外资法人银行ꎮ 还有学者研究了外资银行在多种形式之间的选择ꎬ Ｈｓｉｅｈ 等[７] 根据进入

亚洲和拉美的外资银行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年的数据ꎬ 将外资银行进入的形式由低到高分为代表处、 分行、 法人

银行与并购ꎬ 用序次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形式的影响因素ꎮ 研究结果显示: 文化差异、 东道国

市场条件、 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 母行资产规模等因素对外资银行进入形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ꎮ
由以上的研究可以发现: 第一ꎬ 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存在形式选择的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型ꎬ 即东

道国特征、 外资银行自身特征以及外资银行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关系ꎻ 第二ꎬ 国外的许多研究都包含了

“并购” 这一形式ꎬ 然而在中国ꎬ 外资银行目前只能以 “少数股权” 的形式入股ꎬ 无法对中资银行实施并

购ꎮ 因此ꎬ 对于外资银行在华发展ꎬ 不能套用国外的研究结论ꎮ 国内学者在这一 “少数股权” 约束下ꎬ
研究了外资银行在华发展时其分支机构的形式选择问题ꎮ

一部分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股权合作ꎮ 邓光军等[８] 使用实物期权方法的研究表

明ꎬ 未来政策允许控股中资银行的可能性是吸引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的重要原因ꎮ 刘彬和曾勇[９] 使用

实物期权方法的研究表明ꎬ 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外资银行的战略选择和努力程度ꎬ 并指出在中国市场快速

发展的情况下ꎬ 外资银行倾向于与中资银行进行股权合作ꎮ 还有部分研究是关于外资银行在独立发展与股

权合作之间的选择ꎮ 在这方面ꎬ 李平和曾勇[１０]以中资银行具有本地客户信息优势和外资银行具有成本优

势为出发点ꎬ 对外资银行独立发展和股权合作两种形式进行了对比ꎬ 结果表明: 如果外资银行的成本优势

不明显且面临明显的信息劣势时ꎬ 外资银行不会进入ꎻ 如果外资银行的成本优势比较明显ꎬ 那么会选择独

立发展的形式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外资银行在华独立发展的同时还可能参股中资银行ꎮ 在这方面ꎬ Ｌｉ 等[１１]

的研究发现ꎬ 市场特征会影响外资银行的进入形式: 在客户质量较高的发达地区ꎬ 外资银行偏好以独立发

展的形式进入ꎻ 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欠发达地区ꎬ 外资银行会参股本地银行ꎬ 如果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足够

大ꎬ 还会在参股的同时选择独立发展ꎮ 刘洋[１２]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形式由弱到强分为仅参股、 独立发

展、 独立发展且参股ꎬ 用序次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形式选择问题ꎬ 发现外资银行的地域

特征和资产规模对外资银行进入形式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Ｈｉｌｌ 等[１３]、 Ｋｉｍ 和 Ｈｗａｎｇ[１４]指出跨国公司①的国际化战略会对其进入形式产生影响ꎬ 其在某一国的进

入形式应该放入其国际化整体战略中分析ꎮ 对跨国公司来说ꎬ 不同的进入形式不仅代表着企业在一体化经

营、 风险分摊等方面的战略选择ꎬ 也意味着其外向化经营的程度ꎮ 外向化经营的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

设立深入境外市场的分支机构ꎬ 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分摊风险的企业会特别关注分支机构与母公司的关系及

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溢出效应ꎮ Ｅｒｒａｍｉｌｌ[１５]、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Ｇａｔｉｇｎｏｎ[１６]指出ꎬ 随着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经营经

验的增加ꎬ 其获取了更多境外市场的信息ꎬ 在境外市场经营会更加自信ꎬ 进而可能以较为激进的形式进入

境外市场ꎮ 本文认为银行的国际化战略对其在华存在形式也会产生影响ꎬ 第一ꎬ 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银行在

公司治理、 人才储备、 运营经验上具备优势ꎬ 将给其在华经营以有力支持ꎻ 第二ꎬ 不同的存在形式给外资

银行带来的风险也有差异ꎬ 例如当市场下行时ꎬ 参股的外资银行可以减持ꎬ 分行运营的外资银行可由母行

获得及时的资金支持ꎬ 而相对独立、 自负盈亏的法人银行则可能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ꎮ

① 本文认为国际化的银行也属于跨国公司ꎬ 因此学者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有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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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ꎬ 目前很少有实证文献从银行国际化战略的角度研究外资银行的存在形式问题ꎬ 针对外

资银行在华存在形式的实证研究也不够充分ꎮ 本文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时分支机构的存在形式进行了详尽

的分类ꎬ 并说明外资银行的国际化战略会影响其在华的存在形式ꎮ 此外ꎬ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双边经济联

系、 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和对中国市场熟悉程度影响外资银行存在形式ꎬ 支持 Ｈｓｉｅｈ 等[７] 以及 Ｔｓｃｈｏｅｇｌ[６] 的
结论ꎻ 若将对中国市场熟悉程度较低视为其具有信息劣势ꎬ 则研究结果还支持 Ｖａｎ 和 Ｖｉｓｈｗａｓｒａｏ[１]以及李

平和曾勇[１０]的结论ꎻ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华发展的外资银行具备寻求市场的动机ꎬ 支持 Ｔｓｃｈｏｅｇｌ[６]

以及 Ｌｉ 等[１１]的结论ꎮ

１　 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存在形式选择

１ １　 变量选取

根据刘金贺和姬虹[１７]、 刘洋[１２]等的研究ꎬ 外资银行进入的形式分为三种: 股权合作、 独立发展、 既

参股又独立ꎮ 其母行控制权由弱到强ꎬ 对东道国市场的渗透程度逐步加深ꎬ 其中独立发展包括了外资法人

银行与外资银行分行两种形式ꎮ 一般认为ꎬ 法人银行比分行能更好地参与在东道国的经营ꎮ 在中国ꎬ 法人

银行所受业务限制较少 (表 １)ꎻ 设立法人银行的目的在于谋求本地化发展ꎬ 因此对东道国市场的涉入度

更高ꎻ 目前外资银行在独立发展的同时可以参股中资银行ꎮ 综上所述ꎬ 外资银行在华的营利性存在形式共

有五种ꎬ 按对中国市场的涉入度由低到高排列为: 仅参股、 分行运营、 法人银行运营、 分行运营且参股、
设立法人银行且参股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本文主要研究外资银行以营利性形式在华发展时的形式选择问题ꎬ
因此未包含代表处这一形式ꎮ 而中外合资银行从参股比例上看ꎬ 外方股东可以持股 ５０％以上ꎬ 与大部分

以 “少数股权” 形式入股中资银行的外资银行有明显区别ꎬ 银监会将其视作外资法人进行监管ꎮ 此外ꎬ
从样本量上看ꎬ 目前中国仅有三家中外合资银行ꎬ 说明这种组织形式不是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主流形式ꎬ
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也未包含中外合资银行ꎮ

表 １　 法人银行与分行业务范围区别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ａｃ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业务类型 外资法人银行 外资银行分行

人民币业务的客户范围 无限制 除中国境内公民以外客户

吸收公众存款 无限制 每笔不少于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银行卡业务 允许 不允许

证券承销业务 允许 不允许

前文已经指出ꎬ 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形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分为三类: ①东道国特征ꎻ ②外资银行自

身特征ꎻ ③外资银行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关系ꎮ 外资银行在华发展ꎬ 面对的东道国特征没有区别ꎬ 因此本文

考虑的是后两类因素的影响ꎮ 在外资银行自身特征方面ꎬ 本文考虑的因素有: 外资银行母国 ＧＤＰ、 外资

银行对中国市场熟悉程度 (Ｃｕｌ)、 外资银行资产规模 (Ａｓｓｅｔ) 和外资银行国际化战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ꎮ 在外

资银行母国与东道国关系方面ꎬ 本文以外资银行母国与中国双边贸易额 (Ｔｒａｄｅ) 作为代理变量ꎮ 各变量

含义如表 ２ 所示ꎬ 其中外资银行对中国市场的熟悉程度为虚拟变量ꎬ 日本、 韩国及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同属

亚洲国家ꎬ 文化差异较小ꎬ 对中国市场较为熟悉ꎬ 因此来自以上国家的外资银行 Ｃｕｌ 值为 １、 其余为 ０ꎮ
银行国际化程度的高低是其国际化战略的直接体现ꎮ 王刚[１８] 指出ꎬ 可以用银行境外机构的发展状况

度量其国际化程度ꎻ 杨丽华[１９]在研究中资银行的国际化问题时ꎬ 用境外子公司的发展状况度量中资银行

的国际化程度ꎮ
本文以外资银行境外子公司的发展状况度量其国际化战略:
ＯＳ: 外资银行境外子公司数目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ꎮ 境外子公司越多ꎬ 则母行国际化经营的经验

越丰富ꎬ 公司治理能力越强ꎬ 国际化人才储备越丰富ꎬ 国际化战略也越成熟ꎮ
ＯＳ / ＴＳ: 外资银行境外子公司数目在集团内部所有子公司数目中的占比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 / ｔｏ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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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ꎬ 用以度量母行对境外市场的偏好ꎮ 如果银行的境外子公司占比较高ꎬ 说明其倾向于拓展境

外市场 (表 ２)ꎮ
ＯＳ (ＥＭ): 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①的子公司数目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ꎮ

Ｔｏｎｇ 和 Ｌｉ[２０]指出ꎬ 新兴市场国家拥有较为丰富的资源、 竞争不激烈的市场和较高的经济增长ꎬ 跨国公

司进入新兴市场国家意味着拥有一个增长期权ꎬ 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ꎬ 包括政策法规、 技术

和市场的风险等ꎮ 对银行业来说ꎬ 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在资产实力、 经营技术上具有比较优

势ꎬ 但新兴市场的客户质量参差不齐且关系型借贷较为普遍ꎻ 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普遍

较低且监管较为严格ꎮ Ｍｅｙｅｒ[２１]指出ꎬ 在许多新兴市场ꎬ 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会放大跨国公司面临的信息

不对称程度ꎬ 进而增大其经营风险ꎮ Ｔｏｎｇ 等[２２]指出新兴市场跨国公司需要花费更多的资源以弥补信息

劣势ꎮ 这些都表明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营的经验与其他市场不同ꎮ 本文以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

家的子公司数目度量其在新兴市场的经营经验ꎬ 预期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的操作经验能支持其在同为

新兴市场的中国的发展ꎮ

表 ２　 变量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变量 说明

Ｔｒａｄｅ 外资银行母国与华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

ＧＤＰ 外资银行母国市场规模

Ｃｕｌ 外资银行对华市场熟悉程度

Ａｓｓｅｔ 外资银行资产实力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Ｓ 外资银行国际化整体战略

ＯＳ / ＴＳ 外资银行对海外市场偏好程度

ＯＳ (ＥＭ) 外资银行新兴市场国家战略

外资银行母国与中国双边贸易额数据取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ꎬ 外资银行母国 ＧＤＰ 数据取自

世界银行数据库ꎬ 其余信息均取自 Ｂａｎｋｓｃｏｐｅ 数据库ꎮ 其中外资银行子公司及其所在国家信息由作者手工

统计ꎬ 样本中不包含非银行类 (保险、 基金、 证券、 咨询等) 子公司ꎮ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 Ｎ Ｍｉｎ Ｍａｘ 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ｔ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Ｓ ８３ ０ ００ ３４９ ００ ４０ ０６ １１ ００ ６５ ０６

ＯＳ / ＴＳ ８３ ０ ００ ０ ９７ ０ ５７ ０ ６７ ０ ２９

ＯＳ (ＥＭ) ８３ ０ ００ ６７ ００ ７ ８１ ２ ００ １４ ４６

Ｃｕｌ ８３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４１ — ０ ５０

Ｔｒａｄｅ (Ｂｉｌ) ８３ ０ ６１ ４８ ６２ １８ ６０ ８ ８２ １６ ５２

ＧＤＰ (Ｂｉｌ) ８３ ２５０ １８ １６２４４ ６０ ３３３１ ９０ １３２２ ９７ ５０３０ ２９

Ａｓｓｅｔ (Ｂｉｌ) ８３ ０ ６２ ２６９２ ５４ ６４６ ０５ ２８８ ５９ ７５７ ３６

由表 ３ 观察到 ＯＳ / ＴＳ 的中位数大于其均值ꎬ 其他变量的中位数均小于均值ꎮ 说明从总体上看ꎬ 进入

中国的外资银行对境外市场的偏好程度较高ꎮ 为进一步观察各变量的分布ꎬ 我们统计了各变量在每个样本

① 本文选取的新兴市场国家样本包括印度、 印度尼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 巴西、 阿根廷、 墨西哥、 秘鲁、 土耳其、 捷克、 俄罗

斯和南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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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的均值 (表 ４)ꎬ 并根据表 ４ 画出了条形统计图 (图 １ꎬ 图 ２)ꎻ 为使结果更为直观ꎬ 条形图中的变量

单位经过了调整ꎮ 组别 １ 为仅参股组ꎬ 组别 ２ 为分行运营组ꎬ 组别 ３ 为法人银行运营组ꎬ 组别 ４ 为分行运

营且参股组ꎬ 组别 ５ 为法人银行运营且参股组ꎮ

表 ４　 各样本组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ｅａ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Ｎ ＯＳ ＯＳ / ＴＳ ＯＳ (ＥＭ) Ｔｒａｄｅ (Ｂｉｌ) ＧＤＰ (Ｂｉｌ) Ａｓｓｅｔ (Ｂｉｌ) Ｃｕｌ

１ ４ ４４ ５０ ０ ７３ １１ ７５ １２ ５４ ６４８ ５０ ６０９ ５２ ０ ２５

２ ３３ ２２ ０９ ０ ４４ ３ ００ １３ ３５ ２４３８ ２８ ４７６ ６９ ０ ２４

３ ２２ ２１ ４５ ０ ６３ ３ ３２ ２５ ３０ ２６６５ ６８ ５９８ ６９ ０ ７３

４ ９ ７０ ３３ ０ ５８ １８ ３３ ２６ ３２ ５７４４ １９ ７４０ ２０ ０ ３３

５ １５ ８７ ５３ ０ ７２ １７ ６０ ２１ ３６ ４０９４ ０９ １０４１ ３７ ０ ４０

比较组别 １ 和组别 ２ 与 ３ 可知ꎬ 在股权合作与独立发展的选择中ꎬ 选择独立发展的银行ꎬ 其境外网络

的规模要小于股权合作的外资银行ꎬ 但其对中国市场的熟悉程度要高于股权合作的外资银行ꎬ 母国与中国

双边贸易额也较高ꎬ 说明在独立发展与仅参股这两种形式的选择中ꎬ 选择独立发展的外资银行对中国市场

更为了解ꎬ 其母国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更为紧密ꎮ

图 １　 各样本组均值 (１)
Ｆｉｇ １　 Ｍｅａ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ｇｒｏｕｐｓ (１)

图 ２　 各样本组均值 (２)
Ｆｉｇ ２　 Ｍｅａ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ｇｒｏｕｐｓ (２)

比较组别 ２、 ３ 与组别 ４、 ５ 可知ꎬ 在独立发展与既独立又参股的选择中ꎬ 选择既独立又参股的外资银

行ꎬ 境外网络的规模更大ꎬ 资产规模也更大ꎮ 说明在独立发展与既独立又参股这两种形式的选择中ꎬ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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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独立又参股的外资银行具有更成熟的国际化战略和更丰富的国际化经验ꎬ 资产实力也更强ꎮ
比较组别 １ 和组别 ４、 ５ 可知ꎬ 在仅参股、 既独立又参股的选择中ꎬ 选择即独立又参股的外资银行ꎬ

境外网络的规模更大ꎬ 资产规模也更大ꎮ 说明在仅参股、 既独立又参股这两种形式的选择中ꎬ 选择既独立

又参股的外资银行具有更丰富的国际化经验和更雄厚的资产实力ꎮ
在法人银行与分行的选择中ꎬ 我们分别比较组别 ２ 和 ３、 组别 ４ 和 ５ 可以发现ꎬ 选择法人银行运营的

外资银行ꎬ 境外子公司占比、 资产规模和熟悉程度的值均较大ꎬ 而其他变量没有一定的规律ꎮ 这说明在法

人银行与分行的选择中ꎬ 选择法人银行运营的外资银行ꎬ 更为偏好在境外市场运营ꎬ 拥有更强的资产实力

且对中国市场更为熟悉ꎮ
观察图 １ 可知ꎬ 与中资银行进行股权合作的外资银行 (组别 １、 ４、 ５) 相比于独立发展的外资银行

(组别 ２、 ３)ꎬ 境外子公司数量及其在新兴市场的子公司数量均较大ꎬ 说明参股中资银行的外资银行拥有

更大规模的境外分支机构网络ꎬ 国际化经验较为丰富ꎮ 这个结果同时表明ꎬ 国际化经验丰富的外资银行不

一定会独立进入中国市场ꎮ 原因可能在于对这部分银行来说中国市场仍是比较陌生的ꎬ 李平和曾勇[１０] 的

研究表明ꎬ 外资银行面临较大的信息劣势时ꎬ 不会选择独立进入ꎻ 与此相对照ꎬ 对中国市场最为熟悉的银

行 (Ｃｕｌ 均值最大) 出现在独立发展组 (组别 ３ꎬ 图 ２)ꎮ

１ ２　 结果及讨论

为进一步分析外资银行在五种营利性形式中进行选择的影响因素ꎬ 我们用序次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分析ꎮ
首先我们分析各变量的相关性ꎬ 由于 ＧＤＰ、 Ａｓｓｅｔ 与 Ｔｒａｄｅ 数值较大ꎬ 我们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ꎬ 各变量

相关性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各变量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ＯＳ (ＥＭ) ＯＳ ＯＳ / ＴＳ ＬｎＴｒａｄｅ ＬｎＡｓｓｅｔ Ｃｕｌ ＬｎＧｄｐ

ＯＳ (ＥＭ) １ ００

ＯＳ ０ ８４ １ ００

ＯＳ / ＴＳ ０ １７ ０ ２９ １ ００

Ｌｎ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３８ １ ００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 ３７ ０ ４８ ０ ３２ －０ １４ １ ００

Ｃｕｌ －０ ３８ －０ ４１ －０ １２ ０ ４３ －０ ３６ １ ００

ＬｎＧＤＰ ０ ４１ ０ ３６ －０ ３５ ０ ３８ ０ ３１ －０ ４６ １ ００

ＯＳ 与 ＯＳ (ＥＭ) 相关性为 ０ ８４ꎬ 我们将这两个变量分别作为基础变量ꎬ 在此基础上逐个将其余变量

纳入模型进行回归ꎬ 得到以下四个序次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Ｙ∗

ｉ ＝ β１∗ＯＳ (ＥＭ) ｉ ＋ β２∗ (ＯＳ / ＴＳ) ｉ ＋ β３∗ｌｎＴｒａｎｄｅｉ ＋ β４∗ｌｎＡｓｓｅｔｉ ＋ β５∗Ｃｕｌｉ ＋ εｉ (１)
Ｙ∗

ｉ ＝ β１∗ＯＳ (ＥＭ) ｉ ＋ β２∗ (ＯＳ / ＴＳ) ｉ ＋ β３∗ｌｎＴｒａｎｄｅｉ ＋ β４∗ｌｎＡｓｓｅｔｉ ＋ β５∗Ｇｄｐｉ ＋ εｉ (２)
Ｙ∗

ｉ ＝ β１∗ＯＳｉ ＋ β２∗ (ＯＳ / ＴＳ) ｉ ＋ β３∗ｌｎＴｒａｎｄｅｉ ＋ β４∗ｌｎＡｓｓｅｔｉ ＋ β５∗Ｃｕｌｉ ＋ εｉ (３)
Ｙ∗

ｉ ＝ β１∗ＯＳｉ ＋ β２∗ (ＯＳ / ＴＳ) ｉ ＋ β３∗ｌｎＴｒａｎｄｅｉ ＋ β４∗ｌｎＡｓｓｅｔｉ ＋ β５∗ｌｎＧｄｐｉ ＋ εｉ (４)
其中ꎬ 被解释变量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变化的内在趋势 Ｙ∗

ｉ ꎮ Ｙ∗
ｉ 为一连续随机变量ꎬ 被 α１ꎬ α２ꎬ α３

和 α４ 分成五个区间ꎮ 当 Ｙ∗
ｉ

< α１ 时ꎬ 有 Ｙｉ ＝ １ꎻ 当 α１ < Ｙ∗
ｉ

< α２ 时ꎬ 有 Ｙｉ ＝ ２ꎻ 当 α２ < Ｙ∗
ｉ

< α３ 时ꎬ 有 Ｙｉ ＝
３ꎻ 当 α３ < Ｙ∗

ｉ < α４ 时ꎬ 有 Ｙｉ ＝ ４ꎬ 当 α４ < Ｙ∗
ｉ

< α５ 时ꎬ 有 Ｙｉ ＝ ５ꎮ Ｙｉ 为一离散随机变量ꎬ 其数值代表外资

银行存在形式状态: 以仅参股形式存在的外资银行为 １ꎬ 以分行运营形式的外资银行为 ２ꎬ 在华设立法人

银行运营的外资银行为 ３ꎬ 既分行运营又参股的外资银行为 ４ꎬ 既设立法人银行又参股的外资银行为 ５ꎮ
估计结果见表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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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外资银行在华存在形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ｅｘｉｓ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ａｎ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变量
Ｍｏｄｅｌ １ Ｍｏｄｅｌ ２ Ｍｏｄｅｌ ３ Ｍｏｄｅｌ ４

系数 Ｐ 值 系数 Ｐ 值 系数 Ｐ 值 系数 Ｐ 值

ＯＳ (ＥＭ)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２５６∗∗ ０ ０２５７ ０ ０１５２∗∗

ＯＳ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４５３∗∗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２９９∗∗

ＯＳ / ＴＳ １ ４１２１ ０ ００５４∗∗∗ １ ０９０９ ０ ０４５３∗∗ １ ３４３３ ０ ００９１∗∗∗ １ ０３０４ ０ ０６３２∗

ＬｎＴｒａｄｅ ０ ４０９１ ０ ００３６∗∗∗ ０ ６１９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４３１９ ０ ００１９∗∗∗ ０ ６３０９ 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 １６７９ ０ ０４２６∗∗ ０ ２１１８ ０ ０１５８∗∗ ０ １４７０ ０ ０８５５∗ ０ １８６９ ０ ０３６８∗∗

Ｃｕｌ ０ ５７５１ ０ ０７５０∗ ０ ５３７１ ０ ０９４４∗

ＬｎＧＤＰ －０ ２９１６ ０ ０２３２∗∗ －０ ２７６０ ０ ０３１２∗∗

α１ ０ ９８４５ ０ １００４ －０ ８０１７ ０ ４０２８ ０ ８９５２ ０ １４１７ －０ ８０２８ ０ ４１２０

α２ ２ ９５２３ ０ ００００∗∗∗ １ １８０９ ０ ２３０１ ２ ８７２０ ０ ００００∗∗∗ １ １９０３ ０ ２３５４

α３ ３ ８８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２ １２０４ ０ ０３２３∗∗ ３ ７８１８ ０ ００００∗∗∗ ２ １０９６ ０ ０３６９∗∗

α４ ４ ３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０∗∗∗ ２ ５５３１ ０ ０１００∗∗∗ ４ １９９６ ０ ００００∗∗∗ ２ ５３６４ ０ ０１２２∗∗

Ｐｒ (ＬＲ ｓｔａｔ) １ ２３Ｅ－０６ ４ ９０Ｅ－０７ １ ８４Ｅ－０６ ７ ８１Ｅ－０７

由表 ６ 可知ꎬ 对外资银行在五种营利性存在形式之间选择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外资银行的国际化战

略、 外资银行母国与华双边贸易额、 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和外资银行母国 ＧＤＰꎻ 外资银行的地域特征对其

在华存在形式的选择也有正向影响ꎬ 显著程度较低ꎮ
外资银行的国际化战略对外资银行在华存在形式的选择有正向影响ꎬ 境外子公司数目、 在新兴市场子

公司数目与对境外市场的偏好程度均显著ꎮ 境外子公司数目显著为正ꎬ 说明在具有较为成熟的国际化战略

的外资银行ꎬ 在华以较高涉入度的形式存在ꎮ 从公司自身的角度看ꎬ 具有成熟国际化战略的外资银行ꎬ 在

公司治理、 国际化人才储备、 国际化经验上均有优势ꎬ 这些优势使公司能深入地渗透中国市场ꎻ 从政策环

境上看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明确规定在华独立发展的外资银行必须具有国际化操作的

经验ꎬ 而对参股中资银行的外资银行则无此要求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新兴市场子公司数目的显著性水平略高

于境外子公司数目ꎬ 说明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能更好地支持其在华发展ꎮ 境外市场的偏好程度

显著为正ꎬ 说明对境外市场有偏好的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较为激进: 中国市场已成为当今全世界最有前

景的市场之一ꎬ 偏好境外市场的银行会积极参与中国的发展并根植经营ꎬ 在此过程中获益ꎮ
外资银行母国与华双边贸易额显著为正ꎬ 说明当外资银行母国与华经济联系较为紧密时ꎬ 外资银行对

中国市场涉入度较高ꎮ 第一ꎬ 对外资银行来说ꎬ 当母国与华贸易额较大时ꎬ 其在中国的经营会有更多的来

自本国的 “天然客户”ꎬ 可以减少外资银行本地化经营的阻力ꎻ 第二ꎬ 目前正值中资企业 “走出去” 的高

峰期ꎬ 而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程度普遍较低ꎬ 此时外资银行进入中国ꎬ 服务于中资企业ꎬ 也可以获取东道国

客户ꎻ 第三ꎬ 当两国间贸易的支付、 结算额度更大时ꎬ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会更加有利可图ꎮ
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对其在华存在形式选择有正向影响ꎬ 表示资产实力较为雄厚的外资银行对中国市

场的涉入度更高ꎮ 第一ꎬ 对外资银行来说ꎬ 进入中国时需满足银监会设立的一系列进入条件ꎬ 以不同形式

进入中国时需要不同的投入额度ꎬ 参股中资银行时ꎬ 没有参股比例下限的要求ꎻ 设立分行需要由其总行无

偿拨给不少于 ２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ꎻ 设立法人银行时注册资本为最低限额 １０
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自由兑换货币ꎮ 资产规模较小的外资银行ꎬ 其支付进入成本的能力较弱ꎮ 第二ꎬ 对外

资银行来说ꎬ 进入中国市场发展ꎬ 以参股形式进入时可借用中资银行已有网点开展业务并分享经营果实ꎬ
而独立进入则需要构建一整套完整的营业网点ꎬ 其成本和风险均较高ꎬ 因此资产规模较小的外资银行在中

国会以较为保守的形式存在ꎮ
外资银行母国 ＧＤＰ 系数为负ꎬ 说明母国市场规模越小的外资银行ꎬ 对中国市场的涉入度越高ꎮ

Ｔｓｃｈｏｅｇｌ[６]指出ꎬ 当外资银行在本国的发展空间不够ꎬ 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前提下ꎬ 更愿意开拓境外的新

市场ꎮ



曾　 勇等: 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存在形式选择 －２５　　　 －

外资银行的地域特征 Ｃｕｌ 对外资银行在华存在形式的选择也有正向影响ꎬ 说明对中国市场熟悉的外资

银行在华经营时涉入度较高ꎮ 对中国市场不甚了解的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时面临较大的信息劣势ꎬ 经营比较

保守ꎮ 李平和曾勇[１０]的研究表明ꎬ 外资银行面临较大的信息劣势时ꎬ 将不会独立进入ꎮ 刘彬和曾勇[９] 从

政策不确定的角度对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的研究表明ꎬ 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具有扩张期权ꎬ 在中国市

场快速发展的情况下ꎬ 外资银行倾向于仅入股中资银行ꎮ 随着外资银行对华熟悉程度的提高ꎬ 其在信贷竞

争中的信息劣势减弱ꎬ 对中国市场的涉入度升高ꎮ

２　 结语

本文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 ８３ 家外资银行以营利性形式在华发展时的分支机构形式选择问题ꎬ 研

究结果表明: 对外资银行在华存在形式选择有正向影响的因素是外资银行的国际化战略、 资本规模、 母国

与华双边贸易额和文化距离ꎬ 说明成熟的国际化战略、 雄厚的资本实力、 紧密的双边关系和熟悉的市场环

境是支撑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ꎮ 外资银行母国市场规模对外资银行在华存在形式的影响为

负ꎬ 即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寻求境外市场ꎬ 说明中国快速稳定发展的经济和广阔的

市场前景对外资银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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