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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贷款者众多的现状下,银行通常根据当前信贷政策、企业提供的交易票据信息和合作企业情
况,优先向实力强、应用质量高、信贷风险小的企业提供贷款和利率优惠。本文选取某银行的2019年的
部分有过信贷交易的公司数据,并进行脱敏处理,运用K-Means聚类、因子分析等方法,构建了信贷风险
指标体系以及基于效用最大化理论的企业信贷策略模型；综合运用经济学相关理论,构建了企业信贷风
险评估机制,得出适合银行选择小微企业信贷对象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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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ny lenders, banks usually give priority to providing loans and interest
rate concessions to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strength, high application quality and small credit risk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credit policy, transaction bil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enterprises and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Selecting some
credit data in 2019 with desensitization treatment and using K-Means clustering and factor analy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redit risk index system and the enterprise credit strategy model based on utility maximization theory.
It constructs th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credit risk assessment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theories and gets
strategy that suitable for bank to choose credit objects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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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流程

STEP3：基于以上结果,使用K-means
聚类分析,对企业的各项经营实力指标
和综合实力得分进行聚类。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经济学

Economics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2]
参考 等文献,我们选取以上十四

STEP4：将聚类结果与附件一所提供

由以上KMO和巴特利特检验,可以看

的信誉评级进行对比,若高度吻合,则说

个风险指标,将数据代入SPSS 24软件中,

出,KMO值约为0.7,且显著性小于0.05,

明以上模型分析效果良好,可以评价各

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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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结果,建立边际效用最大化模型,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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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公共因子载荷分配
我们对因子采取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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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148

-0.211

E3

4.310426519

有效发票率（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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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0.028

E86

3.478972433

负数发票率（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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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越强,信贷风险系数越低。
1.4基于K-means聚类的企业信贷风
险等级评估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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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
a 旋转在 5 次迭代后已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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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2,3,4代表聚类后各公司的信贷风
险级别,等级越小,代表公司的信贷风险
程度越低,公司综合实力水平越高。第1、
2等级的公司数量为42家,第3、4等级公
司数量总计为81家,分别与附件中银行
对各公司的信誉评级为A、B等级和C、D
等级的公司数量高度吻合。说明K-means
聚类模型有效,能够准确识别各企业的

虑A级公司的风险相对较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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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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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银行的全部的信贷资金全部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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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是最高的。

时,人数最少,应当只能让T/100万（向上
取整）的人满足贷款需求,此时由于只考
虑违约风险,由于边际效用相等,此时贷
以贷给每一家企业的金额都是相等的,
[3]
等于(T/[T/100])万元 。满足：

为了达成收益最大化,银行必须将资

n A ∗ FA rA ∗ K + n B ∗ FB rB

金全部贷出。若是将资金持有在手里,会

∗ K + n C ∗ F C rC ∗ K = T

存在持有成本。贷款给企业,虽然会有一
定风险带来损失,但是只要其期望回报率
题目中的年度信贷总额已经固定,

模为T。根据之前的推论,此时利率最高

给A、B、C企业都是没有任何差异的,所

且分给的企业数量最少时,银行得到的

是正值,将资金贷出,就会产生正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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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以看出收益
越大,

相关的关系,且

与呈现正
、 也相对

应地增大。

根据消费者均衡定理可知,当最后一元

第三种情况：当信贷总量小于100
万大于10万时,只需要选择一家能够接
受最高有效利率的企业即可。

2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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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给银行信贷决策规划提供了依据,合

由于客户流失度和利率成正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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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是100万元,问题一中A企业一共27

时,提供了系统性的评价体系,不仅考虑

家,B企业一共38家,C企业一共34家。D

到了违约风险还考虑了不同企业对于风

企业有24家,不纳入考虑范围。

险的抵御程度不同带来的突发风险。

rA = rB 实 = rC 实 。
由于B、C级公司存在一定的违约率,

t=

因此在推算B、C级公司的利率时,我们应
该考虑风险带来的损失,在名义利率中

所得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

,向上取整,使得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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