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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以政府尧市场在债转股中的作用作为研究视角袁应用演化博弈研究方法袁构建多主体参与市场化债转股的演
化博弈模型袁能够有效分析市场化债转股的演化过程遥 研究认为袁目前我国采用市场化推行债转股应该坚持野政府引导+
市场推动冶的运行模式袁坚持市场化尧法治化之路遥 市场化推行债转股应该创新解决资金问题袁商业银行及企业选择受托
机构并搭建项目平台袁通过建立资产管理计划尧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袁采用优先/劣后结构募集资金遥 此外袁需要建立起双
动力渊政府与市场冤尧多主体渊中央及地方政府尧企业尧商业银行和其他主体等冤尧多维度渊政策尧信息尧理念尧网络等冤的市场
化推行债转股推动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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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步入转型升级关键时期袁银行业承担

的巨大风险开始显露遥 2015 年袁商业银行不良资产

野双升冶持续袁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普遍降幅明显遥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袁曾为国企纾困的债转股再度

内在缺陷袁[3-4]必须从激励机制及约束机制等治理结
构改善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袁 以防止问题再次
产生遥

[5-8]

1993 年袁日本野村证券大塚正修先生提出在中

回到公众视野遥 2016 年 10 月袁国务院正式发布叶关

国实行债权-股权转换的设想遥 基于该设想袁20 世纪

本次债转股以市场化尧法治化为核心袁政府不干预

国家批准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渊Asset Man鄄

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曳袁 明确指出
市场化债转股的具体事务袁 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
任袁特别明确野四个禁止尧三个鼓励冶遥 这一指导意见

末袁国内学者提出三种方案遥

[9-11]

最终选择的方案是

agement Corporation袁简称 AMC冤袁由 AMC 承接银行

不良信贷资产并实施债转股政策遥然而袁由于我国制
定的行政化债转股政策存在设计上的不足袁 导致功

为市场化债转股的实施创造了条件遥
一尧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

能有限遥

债转股的首要目标就是化解金融风险尧降低企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增长转型的关键时刻袁野三去

业负债率及财务费用负担袁即解决商业银行高不良

一补一降冶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袁债转股在引导

[1-2]

然

实体经济杠杆率合理下行中扮演重要角色袁 然而政

而袁国有企业陷入债务困境的根源在于治理结构的

府推动下的债转股绝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遥目前袁国

资产率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两大突出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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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关于债转股问题的研究仍以 20 世纪末为背景袁

渊三冤商业银行性质发生改变

多停留在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实施债转股政策的研

首轮债转股中袁 国有商业银行是最大的债权

究阶段袁鲜有关于市场化债转股目标选择尧实施路

人袁由于缺乏追求利润和参与竞争的足够压力和动

径尧方式策略及风险规避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袁理论

力袁国有商业银行推动债转股企业重组和退出的动

研究存在一定的野断档期冶遥 国外关于债转股问题的研

力十分微弱袁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成为推动首轮债

究主要集中在债转股的绩效评估和资产定价等方

转股主导力量遥 另一方面袁首轮债转股中的商业银

面袁

[12-16]

且与我国当前宏观背景存在较大差异遥

行属于国有性质袁由于信息不对称袁在债转股过程

首轮债转股主要是国务院决定设立的金融资

中存在将风险外部化而逃避自身责任的动机袁即将

产管理公司袁用国家财政担保的金融债券袁购买国

自身经营管理缺陷导致的不良资产变为国家责任

企业的债权袁 并将债权转换为对企业的投资股权遥

经过股份制改造袁股权结构多元化袁成为相对自主

有企业对银行所欠的债务遥 AMC 承担债务后获得对
AMC 用从企业得来的投资回报渊如红利尧优先股利冤

下的不良资产剥离给 AMC遥 目前袁我国商业银行已

的市场主体袁政府干预力度减少遥 因此袁本轮市场化

来偿还对银行的负债利息袁并最终将通过企业回购

债转股弱化政府作用的同时袁商业银行将发挥更大

股权或其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回收原有资产渊本金冤遥

的积极作用遥

与之相比袁市场化债转股实施遇到的经济环境尧政

渊四冤国有企业参与动机发生改变

策环境尧 法制环境及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袁参

首轮债转股采取行政方式阻碍了市场机制作

与主体性质尧动机尧结构等也与之前迥异遥

用的发挥袁 软化了金融改革所硬化的企业预算约

渊一冤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束遥 甚至出现对部分严重资不抵债尧重组无望的国

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宣告世界经济步入野大

有企业实施债转股袁且对国企控制权没有产生实质

调整冶与野大过渡冶的时期遥 这种大时代背景与中国

影响袁甚至部分国有企业将债转股解读为一份野免

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速阶段

费的午餐冶遥 因此袁行政方式推行债转股不利于国有

性回落的野新常态冶时期袁并呈现出与周期性调整不

企业改革及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优化袁易产生赖账行

一样的新现象和新规律遥 经济呈现新常态袁GDP 增长

为遥 市场化债转股应抛弃首轮债转股野腾笼换鸟冶方

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曰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
级曰要素驱动尧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遥 新常态的宏

式袁直接指向野双高问题冶的根源要要
要国有企业治理

结构袁通过国有企业控制权的转换袁根除国有企业

观背景下袁制造业尧批发零售业等产能过剩行业坏

治理结构诟病遥 然后袁通过技术升级尧产品创新尧补

账集中袁成为此次市场化债转股的主要选择对象遥

充资金等方式袁提升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袁以保障

渊二冤政府的角色显著变化

转换后股权的顺利退出遥 基于此袁国有企业参与市

首轮债转股中袁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发挥

场化债转股的动机与之前不同遥

了主导作用遥 一方面袁政府是国有企业尧国有银行的

市场化债转股是国家有关部门尧 商业银行尧金

代理人袁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政府袁不断将追求政治

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各类企业和部门及地方政府之

租金最大化的目标输入到政策实施过程中遥 另一方

间的又一次大博弈袁政策实施过程也就是有关利益

面袁首轮债转股目标企业选择均由政府通过行政手

集团围绕金融资源支配权及企业控制权展开的博

段实现袁主要体现在范围选择行政化尧实施方案行

弈过程遥

政化尧价格制定行政化袁且政府通过财政向 AMC 注
资的方式保障债转股政策的实施遥 因此袁政府在首

[6]

基于此袁本文以野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冶为

切入点袁对市场化债转股中参与主体演化博弈展开
分析袁力图构建市场化债转股有效运行的机制框架遥

轮债转股中博弈实力异常强大遥 市场化债转股中袁

二尧市场化债转股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政府职责定位于制定规则尧完善政策尧依法监督袁维

渊一冤研究假设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袁保持社会稳定并做好职工

本文出于对市场化债转股运行系统复杂性及

合法权益保护等社会保障兜底工作袁以确保债转股

参与主体有限理性特征的考虑袁有必要进行假设及

在市场化尧法治化轨道上平稳有序推进遥 因此袁政府

理论简化分析遥

的角色在此轮博弈中发生显著变化遥

1. 市场化债转股运行系统中参与主体假定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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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袁即债转股企业尧商业银行及战略投资者遥 市
场化债转股参与主体都是有限理性的袁能够在市场
中自由决策袁但可能存在短视行为袁而且有限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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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中获取的总效用为 驻仔遥 其中袁债转股企业获取
的效用在总效用中的占比为 m渊0<m<1冤袁则[1-m]表
示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联盟获取效用在总效用中

是参与人的共同知识遥

的占比遥 债转股企业与商业银行要战略投资者联盟

是将推动力转移至市场手中袁由市场决定债转股政

合作策略的必要条件为 m窑驻仔>驻仔1袁渊1-m冤窑驻仔>

2. 政府不再作为市场化债转股的推动力量袁而

策的实施袁政府只是作为机制框架的设计者和监督

者遥 政府对市场化债转股作用力度设为 g渊g>0冤袁其中袁
对债转股企业影响系数为 兹1渊0<兹1<1冤袁对商业银行
及战略投资者影响系数为 兹2渊0<兹2<1冤遥此外袁政府对
市场化债转股的作用力度及影响系数为共同知识遥

3. 债转股企业及商业银行属于风险中性偏好遥

其中袁商业银行期望通过实施债转股提高债转股企

业的盈利能力袁然后通过股权收益弥补现有债权可

选择不合作的效用分别为 驻仔1尧驻仔2遥 参与主体选择
驻仔2遥 债转股企业与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联盟实施
债转股的总成本为 c遥 其中袁债转股企业付出的成本
占比为 姿渊0<姿<1冤袁则渊1-姿冤表示商业银行-战略投
资者联盟支付的成本占比遥 参与主体选择合作策略
的必要条件为 驻仔1<姿c袁驻仔2<渊1-姿冤c遥

W 表示债转股政策实施过程中对违反合作协

议的罚金遥 Q1尧Q2 表示债转股企业尧商业银行-战略
投资者联盟在其他各方参与人合作而自己选择不

能转为不良资产的损失遥 战略投资者属于风险爱好

合作所获取的额外收益遥 为防止参与各方达成合作

者袁期望通过债转股获取更大的风险收益遥 因此袁商

协议后基于个体理性选择不合作的情况发生袁违约

业银行与战略投资者注重债转股企业未来的盈利
能力遥

4. 市场化债转股能够实施的关键在于债转股

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提升遥 然而袁债转股企业未来
的盈利能力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尧管理层的决策能
力及产品市场前景等多重因素遥 基于模型构建的需
要袁本文假定未来经济形势出现明显好转或明显恶
化的概率不大袁以降低外部因素对市场化债转股的

罚金必须高于背叛收益袁即 W>max{Q1袁Q2}遥

债转股企业与商业银行-投资者联盟的博弈得

益矩阵如表 1 所示遥

假设袁 潜在债转股企业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x

渊0臆x臆1冤袁选择不合作的概率为[1-x]遥 商业银行-

战略投资人联盟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y袁 选择不合作

的概率为[1-y]遥 下面给出债转股企业的复制动态进
化博弈模型及推导过程遥

影响遥

债转股企业不同策略选择的期望效用院

渊二冤模型构建

E渊u冤=

在参与主体有限理性条件下袁市场化债转股会
存在短视行为袁各参与主体的策略调整是一个不断

嗓

u1=y(m驻仔+兹1g-姿c冤+渊1-y冤渊驻仔1+兹1g-姿c冤
u2=y渊Q1-W冤

债转股企业的平均期望效用院

股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袁具有相同的目标函数遥 基

average[E渊u冤]=xu1+渊1-x冤u2

于此袁将市场化债转股参与主体分为两个存在差异

市场化债转股中袁债转股企业合作意愿的动态

调整的动态过程遥 商业银行与战略投资者注重债转

的有限理性博弈方院 债转股企业 A 及商业银行-战
略投资者联盟 B遥假定在市场化债转股中袁债转股企

=xy渊驻仔-驻仔1-Q1+W冤+x渊驻仔1+兹1g-姿c冤+y渊Q1-W冤
变化情况可用以下动态微分方程表示院
dx =x{u -average[E渊u冤]}
1
dt

业及商业银行要战略投资者联盟都有事关自身利

=x渊1-x冤[y渊m驻仔-驻仔1 +W-Q1冤+渊驻仔1 +兹1g-姿c冤]

益考虑的两种策略选择{合作袁不合作}遥

渊1冤

债转股企业与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联盟在债

表 1 市场化债转股参与主体博弈得益矩阵
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联盟
潜在债转股企业

合作
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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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不合作

m驻仔+兹1g-姿c袁

驻仔1+兹1g-姿c袁Q2-W

Q1-W袁驻仔2+兹2g-渊1-姿冤c

0袁0

渊1-m冤驻仔+兹2g-渊1-姿冤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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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动态方程的含义是债转股企业合作意愿的
变化率与某一时点上债转股企业选择合作策略的
概率成正比袁与其选择合作策略的期望效用大于平
均期望效用的幅度成正比遥
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联盟不同策略选择的期
望效用院
E渊v冤=

演化稳定策略渊ESS冤袁点渊0袁1冤尧渊1袁0冤为不稳定点袁
点渊x*袁y*冤为鞍点遥 具体相位图见图 1遥
y

v1=x[渊1-m冤驻仔+兹2g-渊1-姿冤c]+(1-x冤[驻仔2+

扇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C渊1袁1冤

A渊0袁1冤

D渊x*袁y*冤

兹2g-渊1-姿冤c]

v2=x渊Q2-W冤

债转股企业的平均期望效用院
average[E渊v冤]=yv1+渊1-y冤v2

O渊0袁0冤

B渊1袁0冤

x

=xy[渊1-m冤驻 仔-驻 仔2-Q2+W]+x渊Q2-W冤+y[驻仔2+

图 1 市场化债转股演化博弈相位图渊0<x*<1袁0<y*<1冤

市场化债转股中袁 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联盟

根据图 1 可以看出袁区域 ADBC 的面积表示市

兹2g-渊1-姿冤c]

合作意愿的动态变化情况可用以下动态微分方程
表示院

场化债转股过程中参与主体均选择合作策略的概
率曰区域 ADBO 表示市场化债转股过程中参与主体
均选择不合作策略的概率遥 因此袁市场化债转股能

dy =y{v -average[E渊v冤]}
1
dt

=y渊1-y冤{x[(1-m)驻仔-驻仔2-Q2+W]+[驻仔2+兹2g-渊1-

姿冤c]}

渊2冤

否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临界点 D 的位置遥 当临界线
ADB 向左下方移动袁临界点 D 值变小袁表明市场化
债转股参与主体选择不合作策略的概率降低曰当临

根据 Friedman 提出的方法袁演化博弈均衡点的

界线 ADB 向右上方移动袁临界点 D 值变大袁表明市

析得到遥 根据式渊1冤及式渊2冤可得该系统的雅克比矩

之袁市场化债转股参与主体究竟选择何种策略是由

稳定性可由该系统的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

阵袁根据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法对平衡点
进行稳定性分析遥 求解复制动态方程的平衡点是求

得该模型演化稳定策略的前提遥由 dx/dt=0袁dy/dt=0袁
产生该演化博弈动态过程的五个平衡点袁即渊0袁0冤尧
渊0袁1冤尧渊1袁0冤尧渊x 袁y 冤尧渊1袁1冤遥
*

*

渊三冤稳定性分析

市场化债转股参与主体选择合作策略收益均

大于其支付成本袁即 0<x*<1袁0<y*<1 时袁依据雅克比
矩阵在五个均衡点的行列式和迹的符号判断该演
化系统在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袁具体结果见表 2遥
表 2 演化系统局部稳定性分析渊0<x*<1袁0<y*<1冤

x=0袁y=0
x=0袁y=1
x=1袁y=0
x=1袁y=1

x=x*袁y=y*

detJ

trJ

+

+

+
+
+
-

临界点 D 的位置决定的遥 长期来看袁既可能实现合
作的演化稳定袁也可能实现不合作的演化稳定遥
2. 参与主体合作收益小于支付成本

情况一院如果市场化债转股参与主体选择合作

策略收益均小于其支付成本袁 即 x*>1袁y*>1 时遥 此

时袁演化系统仅剩下四个平衡点袁即渊0袁0冤尧渊0袁1冤尧

1. 参与主体合作收益均大于支付成本

均衡点

场化债转股参与主体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降低遥 总

局部稳定性

-

ESS 稳定

+

不稳定

0

鞍点

-

不稳定

ESS 稳定

由表 2 可以看出袁只有点渊0袁0冤尧渊1袁1冤实现了

渊1袁0冤尧渊1袁1冤遥 其局部稳定性分析见表 3遥

表 3 演化系统局部稳定性分析渊x*>1袁y*>1冤

均衡点
x=0袁y=0
x=0袁y=1
x=1袁y=0
x=1袁y=1

detJ

trJ

-

?

+
+

局部稳定性

-

ESS 稳定

?

鞍点

+

鞍点

不稳定

由表 3 可知袁只有点渊0,0冤实现了演化稳定策略

渊ESS冤袁点渊1,1冤为不稳定点袁点渊0,1冤尧渊1,0冤为鞍点遥
具体相位图见图 2遥

情况二院如果债转股企业合作收益大于支付成

本袁商业银行-投资者联盟合作收益小于支付成本袁
即 x*>1袁0<y*<1遥 此时袁 演化系统仅剩下四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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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袁即渊0袁0冤尧渊0袁1冤尧渊1袁0冤尧渊1袁1冤遥 其局部稳定性分
析见表 4遥

C渊1袁1冤

A渊0袁1冤

O渊0袁0冤

B渊1袁0冤

表 4 演化系统局部稳定性分析渊x*>1袁0<y*<1冤

x=0袁y=1
x=1袁y=0
x=1袁y=1

渊ESS冤袁点渊1,0冤为不稳定点袁点渊0,1冤尧渊1,1冤为鞍点遥

detJ

trJ

+

+

+
-

y

C渊1袁1冤

A渊0袁1冤

x

图 2 市场化债转股演化博弈相位图渊x*>1袁y*>1冤

x=0袁y=0

由表 5 可知袁只有点渊0,0冤实现了演化稳定策略

具体相位图见图 4遥

y

均衡点

第 15 卷 第 2 期

局部稳定性

O渊0袁0冤

B渊1袁0冤

x

图 4 市场化债转股演化博弈相位图渊0<x*<1袁y*>1冤

从参与主体合作收益小于支付成本的三种情

-

ESS 稳定

况可以看出袁在市场化债转股实施过程中袁如果参

不稳定

与主体一方的合作收益小于其支付成本袁随着时间

?

鞍点

推移和系统的演化袁市场化债转股演化系统最终都

鞍点

会收敛于渊0,0冤点袁即各参与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均

?

由表 4 可知袁只有点渊0,0冤实现了演化稳定策略

渊ESS冤袁点渊0,1冤为不稳定点袁点渊1,0冤尧渊1,1冤为鞍点遥
具体相位图见图 3遥

为{不合作袁不合作}遥 只有当市场化债转股中参与主
体的合作收益大于其支付成本时袁演化稳定策略才
可能会出现{合作袁合作}或者为{不合作袁不合作}袁具
体的演化状态与临界点 D 的位置有关遥

y

C渊1袁1冤

A渊0袁1冤

三尧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袁针对目前市场化债转股问题袁有
如下解决思路院
第一袁政府应减少对市场化债转股的干预力度遥
首轮债转股中袁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发挥了主
导作用遥 然而袁过于强大的政府博弈力量阻碍了市

O渊0袁0冤

B渊1袁0冤

x

图 3 市场化债转股演化博弈相位图渊x >1袁0<y <1冤
*

*

情况三院如果债转股企业合作收益小于支付成

择尧道德风险等多种问题遥 因此袁将债转股的主导力
量交给市场袁政府激励作用仅作为市场机制作用发
挥的有效补充袁降低政府作用力度渊g冤袁降低对债转

本袁商业银行-投资者联盟合作收益大于支付成本袁

股企业的影响系数 兹1袁 降低对商业银行-战略投资

点袁即渊0袁0冤尧渊0袁1冤尧渊1袁0冤尧渊1袁1冤遥 其局部稳定性分

移袁提高市场化债转股参与主体选择合作策略的概

即 0<x*<1袁y*>1遥 此时袁 演化系统仅剩下四个平衡
析见表 5遥

均衡点
x=0袁y=0
x=0袁y=1
x=1袁y=0
x=1袁y=1

者联盟的影响系数 兹2袁 能够将临界点 D 的位置下
率袁促进市场化债转股的有效运行遥 作为市场机制

表 5 演化系统局部稳定性分析渊0<x*<1袁y*>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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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袁致使首轮债转股中出现逆向选

detJ
+
+
-

trJ

局部稳定性

的有效补充袁政府应该在制度建设方面充分发挥作
用渊见图 5冤遥

第二袁市场化债转股应该彻底解决双高问题的

-

ESS 稳定
鞍点

根源遥 首轮债转股的前提假设为过高资产负债比率

+

不稳定

是国有企业陷入亏损困境的主因袁 通过债转股袁降

鞍点

低国有企业负债压力袁能够实现机制转换并扭亏为

?
?

王爱民，
麻勇爱，
章也微：市场化债转股参与主体演化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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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市场化债转股的运行机制示意图

盈遥 然而袁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出现问题袁导致决策失
误尧资金不足尧产品滞销等才是经营困难的根源袁而
不是负债比率过高等非关键因素遥 因此袁市场化债
转股的核心目标在于改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尧提升
国有企业盈利能力袁而初级目标才是降低企业杠杆
比率尧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遥 此外袁借助债转
股契机袁国家应该加快资产处置市场建设尧完善资
本市场尧 债券市场及清晰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袁
以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出现遥
第三袁市场化债转股需建立双动力渊政府与市
场冤尧多主体渊中央及地方政府尧企业尧商业银行和其
他主体等冤尧多维度渊政策尧信息尧理念尧网络等冤的市
场化推行机制遥 市场化债转股政策目标与对象选择
与首轮债转股相比发生的较大改变袁因此实施主体
应该遵循多元化原则遥 商业银行尧投资银行尧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尧基金公司尧保险公司尧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等作为资本市场主要成员均应具备参与市场
化债转股的资格遥 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债转股的唯
一动力在于通过资金投入袁获得企业未来盈利的分
配权袁及相应的当前企业的控制权遥 因此袁市场化债
转股是否能够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袁商业银行及其
他市场主体是否对潜在债转股企业未来盈利具备
足够的信心袁以及多元主体在市场化债转股博弈中
能够达成均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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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articipants' Evolutionary Game in the Marketization of Debt Turn
要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Guide + Market Drive"
要要
WANG Ai-min1袁2袁MA Yong-ai1袁2袁ZHANG Ye-wei1袁2

渊1.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袁Xingzhi College袁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曰2. Research Center of Industrial Economy袁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袁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冤
Abstract: On account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debt tur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debt turn through building a model of participants' evolutionary game in the marketization of debt turn.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a use the running mode of "Government Guide + Market Drive" to carry out marketization of debt turn,
with a persistent in marketization and legislation at present. Financial matter should be solved with innovativeness, such as to
select the entrusted institution and establish the platform projec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et management plan, is鄄
suing bonds and other way, using priority structure to raise money. In addition, marketization of debt turn should be pursued
in double power 渊government and market冤袁multiagent 渊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commercial Banks, etc冤,
and multiple dimensions (policy, information, ideas and network, etc).
Key words: debt-to-equity swap; marketization; legislation; evolutionary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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