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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回购业务是证券公司开展的创新业务之一，由证券公司提供债券作为质押物，并以根

据标准券折算率计算出的标准券总额为融资额度，向证券公司指定交易的客户以“证券公司报

价-客户接受报价”的方式融入资金，客户于回购到期时收回融出资金并获得相应收益的债券

质押式回购。 

在业务开展过程中，由于利率波动，导致质押券价格下跌，从而可能会造成质押券额度不

足，因此质押券欠库是报价回购业务需重点防范的风险之一。根据《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

监管指引》的相关要求，以及《报价回购业务试点方案》、《报价回购业务规模扩大的工作计

划》、《压力测试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同时结合资金配置假设，本文主要讨论报价回购欠

库风险专项压力测试。 

(一) 压力测试目标 

测试在标准券折算率波动情况下，质押券的欠库程度以及所需要额外增加的资金额度。 

(二) 基本假设 

1． 公司用于开展报价回购业务的资金配置为 20 亿； 

2． 可开展报价回购规模上限为 20 亿； 

3． 报价回购所用的质押券全部由自有资金购买； 

4． 报价回购总规模和标准券余额须低于安全比例 93%,超过该比例则需要增加质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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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押券（标准券）余额=报价回购总规模/93%。 

(三) 压力因子 

质押券折算率。 

(四) 压力情景 

根据 100 只上交所 AA 级以上债券最近两年标准券折算率的单周变动幅度数据，其正态分

布 0.90分位数、0.95分位数以及 0.99分位数的最小值（对应最大下降幅度）分别为-3.62%，

-4.64%以及-6.57%。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压得到质押券折算率的轻度压力值、中度压力值以及

重度压力值分别为-4%，-5%，-7%。 

(五) 其他参数 

1. 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记为 q。根据 100 只上交所 AA 级以上债券最近两年（标准

券）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的比值数据，债券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的历史平均值变化区间

为[1.08,1.60]，用该平均值来估算 q的变动范围，即 1.08≤q≤1.60； 

2. 实际开展报价回购业务总规模 S 亿元，S≤20； 

3. 质押券（标准券）余额,记为 R,R=S/93%。 

(六) 压力测试模型 

由安全比例： 

报价回购总规模／质押券（标准券）余额≤93%, 

质押券（标准券）余额应满足： 

质押券（标准券）余额≥报价回购总规模/93%, 

即， 

质押券（标准券）余额≥S/93%. 

由于质押券（标准券）余额为 R=S/93%，则自有资金储备Ｍresv为 

Ｍresv=自有资金总规模-质押券占用金额 

=20-R*q 

=20-S*q/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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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质押券折算比例下降 Δ,则质押券（标准券）余额降为 R*(1-Δ),在报价回购开展规模不变的

情形下，补充质押券需要增加的资金为 

Ｍneed =max{S/93%-R*(1-Δ),0}*q 

 =max{S/93%-S/93%*(1-Δ),0}*q 

=(S*Δ/93%)*q.  

因此，需要额外增加的资金为 

Ladd=max{Ｍneed-Ｍresv,0} 

=max{S*Δ*q/93%–(20-S*q/93%),0}. 

(七) 压力测试 

我们首先固定 q=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1.1。当实际开展报价回购规模 S 为 12 亿、14

亿、16 亿、18 亿、20 亿时，分别取质押券（标准券）余额 R=开展报价回购规模/93%=12.90

亿、15.05 亿、17.20 亿、19.35 亿、21.51 亿，我们得到如下压力测试结果： 

 

表 1：q=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1.1时的压力测试结果 

 轻度压

力情景 

中 度 压

力情景 

重度压力

情景 

业务开展

规模（亿） 

标准券余

额（亿） 

折算率变动比例 -4% -5% -7% - - 

欠库需要补充资金(亿) 0.57 0.71 0.99 

12.00 12.90 自有资金储备(亿) 5.81 5.81 5.81 

需要额外增加资金(亿) 0.00 0.00 0.00 

欠库需要补充资金(亿) 066 0.83 1.16 

14.00 15.05 自有资金储备(亿) 3.44 3.44 3.44 

需要额外增加资金(亿) 0.00 0.00 0.00 

欠库需要补充资金(亿) 0.76 0.95 1.32 

16.00 17.20 自有资金储备(亿) 1.07 1.07 1.07 

需要额外增加资金(亿) 0.00 0.00 0.25 

欠库需要补充资金(亿) 0.85 1.06 1.49 

18.00 19.35 自有资金储备(亿) -1.29 -1.29 -1.29 

需要额外增加资金(亿) 2.14 2.35 2.78 

欠库需要补充资金(亿) 0.95 1.18 1.66 

20.00 21.51 自有资金储备(亿) -3.66 -3.66 -3.66 

需要额外增加资金(亿) 4.60 4.84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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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固定 q=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1.3，进行压力测试，在上述相同开展报价回购

业务规模的情形下，得到压力测试结果如下： 

表 2：q=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1.3时的压力测试结果 

 轻度压

力情景 

中 度 压

力情景 

重度压力

情景 

业务开展

规模（亿） 

标准券余

额（亿） 

折算率变动比例 -4% -5% -7% - - 

欠库需要补充资金(亿) 0.67 0.84 1.17 

12.00 12.90 自有资金储备(亿) 3.23 3.23 3.23 

需要额外增加资金(亿) 0.00 0.00 0.00 

欠库需要补充资金(亿) 0.78 0.98 1.37 

14.00 15.05 自有资金储备(亿) 0.43 0.43 0.43 

需要额外增加资金(亿) 0.35 0.55 0.94 

欠库需要补充资金(亿) 0.89 1.12 1.57 

16.00 17.20 自有资金储备(亿) -2.37 -2.37 -2.37 

需要额外增加资金(亿) 3.26 3.48 3.93 

欠库需要补充资金(亿) 1.01 1.26 1.76 

18.00 19.35 自有资金储备(亿) -5.16 -5.16 -5.16 

需要额外增加资金(亿) 6.17 6.42 6.92 

欠库需要补充资金(亿) 1.12 1.40 1.96 

20.00 21.51 自有资金储备(亿) -7.96 -7.96 -7.96 

需要额外增加资金(亿) 9.08 9.36 9.91 

(八) 结论 

1.关于自有资金配置 

由于质押券安全比例为 93%以及质押券与标准券价格比往往大于 1,购置质押券所需金额要

大于业务开展规模。如：在 q=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1.1 时,当业务规模达到 20 亿时,自有

资金储备为-3.66亿,也就是说,购买质押券所需金额已经超出公司的自有资金配置。因此，如

要达到业务规模上限，公司须增加资金配置。 

2.关于 R=质押券（标准券）余额的设置 

由上述测试结果，在质押券折算比例下降 4%，5%，7%时，需要相应增加用于补充质押券的

资金。事实上，当质押券折算比例下降 Δ时，只有当质押券（标准券）余额*(1-Δ)≥实际开展

报价回购规模/93%时，即质押券（标准券）余额≥实际开展报价回购规模/（93%*(1-Δ)）才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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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欠库。因此建议将质押券（标准券）余额维持在 R*=实际开展报价回购规模/（93%*(1-0.7)）

的水平上，以有效控制由于质押券贬值所导致的欠库风险。 

3.关于 q=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的选取 

由上述测试结果，随着 q 值（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的增大，在各种压力情景以及业

务开展规模情形下，相应的资金缺口都有所增加，如：在业务开展规模=18 亿的情形下，质押

券价格/标准券价值=1.1所对应的轻度、中度以及重度压力情景下所需要额外增加的资金分别

为 2.14亿元、2.35亿元以及 2.78亿元；而在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1.3时，所对应的轻度、

中度以及重度压力情景下所需要额外增加的资金分别为 6.17亿元、6.42亿元以及 6.92亿元，

相比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1.1的情形有大幅增加。 

上述现象主要原因：事实上，注意到上述所需增加的资金额度 Ladd公式可等价表示为 

Ladd =max{S*(1+Δ)*q/93%-20,0}，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q越大，所需增加的资金额度显然越大。 

因此，在其他因素（如债券收益率等）相同的条件下，应尽量选择 q 值较小的质押券，也

就是使质押券价格与标准券价值的比值尽量小，这样方能更好地降低资金缺口。 

4.关于实际开展规模的设置 

同样由上述压力测试结果，在业务开展规模逐步增加的情形下，自有资金储备逐渐不足以

覆盖欠库补券的资金需求。例如：在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1.1的情形下，当业务开展规模

为 16亿元时，自由资金储备为 1.07亿元，可以覆盖轻度、中度压力情景下 0.76亿元和 0.95

亿元的欠库补券资金需求，只在重度压力情景下才出现资金缺口 0.25 亿；而当业务开展规模

增加到 18亿时，自由资金储备为负值，已无法满足任何欠库补券资金需求，此时轻度、中度、

重度压力情景下的资金缺口分别为 2.14 亿元、2.35 亿元以及 2.78 亿元。基于前段关于 q 值

（质押券价格/标准券价值）的讨论，上述资金缺口在 q值增大时会被进一步放大。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在质押券折算率变动可能性较小且公司流动性资金充足时，可以考虑适

当加大业务开展规模；而当质押券折算率有大幅下降趋势，且公司流动性资金不充裕时，应当

减小业务开展规模，以保障自由资金储备足够覆盖欠库补券资金需求，降低欠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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