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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道富银行

随着多层次高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对于国民经济尤其是在促进经济增长方
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在寻找促进资本市场成长的
途径。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金融工具，例如期权和期货（衍生品），
以及新的投资载体和策略，例如共同基金和对冲投资，利用这些能够更好地
分割风险。证券市场需要成功运行和培养的一个重要品质是流动性，也就是
说能够快速、流畅地买卖大量的投资头寸且对市场影响很小。培养流动性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证券借贷机制的广泛发展。能够借入证券，实际上是发达
资本市场的重要元素。证券借贷还未具体实践的地方，国内或区域的资本市
场发展都会受到阻碍，其向经济发展有效配置资本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
今天，越来越多的政府、跨国机构和学者都认识到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
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并且证券借贷不仅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
作用，也能促进其发展。近年来，很多国家都在解除证券借贷的法律和法规
障碍，并积极鼓励将证券借贷作为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的一条道路而付诸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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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中央银行自身也在利用政府债券市场回购交易（repos）来作
为货币政策的一种手段。这些机构也一直在鼓励更多的私有证券公司和它们
一起参与这个市场。官方统计表明资本市场正在快速成长，而且政策制定者
对于证券借贷作为市场“润滑剂”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了解，这些使得证券
借贷会在 21 世纪资本市场中保持中心元素的角色。

伟大的转变：资本市场金融的崛起
世界最发达国家 20 世纪的金融史，是以“金融证券化”为中心的，因
为资本市场发展到能够补充甚至是替代传统银行作为资本借款方和贷款方主
要中介的地位。 20 世纪后期见证了最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侵蚀传统的由银
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过程。随着数万亿美元年金和退休金的入市，美国、英
国和一些主要经济体的资本市场的增长远超过了它们国内银行体系的增长。7
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代替了银行在公司金融中的首要地位。
例如在美国，这种“脱媒化”的过程如此发达，迄今为止，只有不到 30% 的
公司融资来自传统的商业银行。这些国家银行业目前快速增长的几个领域都
在以转变为中心，即从传统银行产品如按揭贷款或信用卡等，向能够在资本
市场交易的“证券化”产品转变。
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力量仍然很强。这些力量包括：全球人口老龄化、
数万亿美元的退休金的加入、基础的计算能力和数量化投资策略的应用、衍
生品和对冲基金的爆炸式增长、今天无处不在的信息传播，以及全球基础的
投资和交易策略导向与执行。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数量也在增长，基于日复一日的经验，他们目
前也达成共识：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即使存在周期性的修正，带来了一系
列的现代金融产品和实践，通过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来促进国民经
济的长期增长。

8

Ron Chernow, The Death of the Banke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Great Financial Dynasties
and the Triumph of the Small Investo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1997).
Ross Levine and Sara Zervos,“ 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 ”IFC, World
Bank,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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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银行贷款体系的利润取决于利息收入减去银行资金成本的“利差”，
而资本市场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比它更有效率的融资。资本市场通过将企业
所有者权益股份或者金融企业拥有的债权的一部分拆分成股票和债券来分散
及分配风险，这种方式反过来又使得相比传统的银行贷款，风险能在投资者
间得到更广范围的分散。
新设创业公司股权市场的活跃，使得创投资本能够投资于各种各样高风险
的创业公司，寄希望于其中一家或几家的成功上市（的回报）
，在弥补其他创业
公司的失败和损失后还有盈余。传统商业银行刚好相反，它们不会冒险去贷款
给尽管前景诱人但未经证明过的初创企业，因为银行在这些公司成长起来之后
不能收取足够的额外利息，来弥补其他未经过证明的公司失败带来的损失。
另外，随着资本市场进一步的发展，它利用例如期权期货的新的金融
工具，以及例如共同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和对冲投资的新的金融载体与策
略，能够将风险更好地“裂变”。这些使得投资者能够增加回报，管理风险，
这样做更有效地节省了成本。
有了这些动态的促进增长的优势，难怪发达和新兴国家都在积极寻找像
美国、英国和其他资本市场领先国家那样金融创新如此明显的道路。20 世纪
八九十年代资金管理人和机构投资者可投资的全球股票市场数量大幅增加，
从 80 年代早期不到 80 家增加到 21 世纪初期的多于 160 家。
这些增长大多集中在世界最发达的证券市场，尤其是纽约和伦敦，在这
些地方，衡量市场资本化程度的交易额，在 20 世纪 90 年代增长了 10 倍。
随着有策略地发展资本市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越来越明显，很多国家
的政策制定者都将资本市场发展视为民族未来、为高科技行业融资、在全球
经济中保持竞争力的必需品。
比“增长好处”更重要的是，多层次高流动性资本市场也为国家带来了
金融稳定的好处。如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提到，有
了受到有效监管的银行体系之外强有力资本市场的存在，使得一个国家整个
金融体系远离系统性风险，因为它能够为处于短期危机的银行体系或证券市
场融资提供流动性替代品和融资。

9

Alan Greenspan,“ Remarks Before the World Bank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ogram of Seminars, ”Washington, D. C., September 27,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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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万能妙药，或者说传统银行行将就
木。甚至随着高水平法律、先进会计标准和信息流共享的出现，资本市场能
够不时透支或压制基础的经济价值，造成“泡沫”或者“恐慌”。如格林斯
潘所说，中央银行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的能力在控制金融恐慌“蔓延”这
一现象方面至关重要，而这一现象在 1997 ～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冻结了
很多证券市场。
关键一点在于，同时拥有先进的资本市场和强有力的银行体系会给国
家在资本配置方面带来更大的竞争力，并且转向复合型金融体系的可能性更
大，也减少了对两方的其中一方的依赖。例如，美国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有助于住房信贷保持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恰恰限制了 1990 ～ 1991 年美国经
济萧条的蔓延，因为银行能够将抵押贷款打包在资本市场出售。

金融复杂度和“强化”
除了快速增长的规模，世界最发达资本市场在范围上的复杂性和跨国性
越来越强。在资本市场中或为资本市场提供服务的公司，不管是买方机构投
资者还是卖方经纪公司，都将它们的视野扩展到全球市场，因为它们要管理
史上最大规模的长期投资资产池。
投资者同时也逐渐改变了他们投资和交易的偏好，就像一些分析师所说
的“金融强化”。这指的不仅是主要期权期货或其衍生品等用于管理风险的
新金融工具的广泛出现，也包括投资者使用这些工具实施交易和投资策略而
带来的惊人交易量。
算起来，跨国投资和用于跨国套利的金融工具的出现，表明一个真正
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到来，这个市场遵循“一价原则”，因为各国价格和监管
差异正在减小。 于是，单个国家的市场成为了新兴全球市场网络中的节点，
它们的成功也取决于国内政策制定者是否能使市场对国内外投资者更富有吸
引力。10
显然，对于资本市场增长、富于流动性、保持交易额的攀升最需要的是
资本，更好的是长期、“耐心”的资本稳定流入。促进 20 世纪晚期资本市场
Lowell Bryan and Diana Farrell，Market Unbound: Unleashing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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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核心资源，就是国内年金储蓄和集合投资计划。股票市值总规模相比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最高的国家，如美国、英国、荷兰，也有最发
达的年金、集合理财、个人退休储蓄体系，这并不是巧合。在年金储蓄作为
快速增长动力的同时，最发达资本市场也受益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取得爆发式
增长的跨国投资。
对于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国家而言，要发展有效的资本市场，一个重要功
课就是要去除外资壁垒。 提高监管透明度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很必要。对在
新市场拓展业务并承担风险的外国机构而言，透明使得业务是可预期的。反
过来，一个国家或区域证券市场若想不管是从国内储蓄、年金还是从国外投
资者那里吸引资金，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创造一个处理交易额增长的更有效且
井然有序的机制，能够清算交易并缓释风险。11

流动性的中心地位
成功的证券市场要培育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流动性，也就是能够快速、
流畅、对市场产生最小影响地买卖大量投资头寸。正如交易对手风险管理政
策组织（Counterparty Risk Management Policy Group）所说：“市场流动性是
所有金融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这些金融活动包括金融产品定价、机构风险
管理和货币政策制定。”

12

当然，在分析流动性的根源时，也存在一个臭名昭著的死循环，因为流
动性很大程度上是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投资者的信心使得他们愿意交易，大
量交易者的参与也深化了市场并使交易顺畅，一个市场的这些品质进一步提
升了投资者信心。流动性是并且可以是这种“良性循环”的功能。
流动性的定义，不只包含了可以“有效率地”，即不需要花费太多交易
成本或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地将资本在市场内外自由配置能力的含义。对给
定市场进行微观分析，可以至少从三个方面来衡量其流动性。
Word Trade Organization,“ Opening Markets i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Role of the
GATS, ”September 22, 1997.
Counterparty Risk Management Policy Group,“ Improving Counterparty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s, ”Jun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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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性——交易价格离市场中间价格差多远，一般能够通过询价和出
价的利差来衡量。
■ 深度——在不剧烈影响当前市场主流价格或者影响某一时间段内做市
商指令单数量的情况下，能够承受多大的交易规模。
■ 弹性——交易带来的价格波动多久能消除，并且 / 或者买卖指令的不
均衡以及价格回归在多久内能恢复。

13

某种更广的意义上说，流动性包含了市场参与者不仅在行情上行的情况
下，也在行情下行时，通过交易能挣钱的能力。流动性也依赖于价格信息和
清算系统、低的交易费用和利差、低的基础设施及税收成本。
市场效率的所有这些特征，给市场交易者和投资者带来了流动性，也
在不断进化。国内法律法规、交易清算和记录保存的系统、投资者的信息安
全、市场信息的更公开透明的规定，这些元素如果能被很好地设计并实施，
都能够促进流动性。相反，对于短线交易、对冲基金的限制，或者如资金控
制或交易税等更为严格的措施，都会让投资者丧失信心，并且侵蚀流动性。
最重要地，流动性是投资者信心的体现，他们能够自由买卖而不会停滞
或失败。显然，投资者信心（或失去信心）会对市场流动性产生自我实现的
影响。于是，培育这种信心就成了国内监管机构发展其资本市场的一个中心
目标。政府和央行能够直接提升流动性的一种方法，就是保证：向市场参与
者提供资金，能使交易得以有序进行，也能在市场危机发生时缓解市场冻结
或者恐慌抛售。
政府提供特定资产组（如长期政府债券），出台保持市场流动性的特定政
策，能够有效地保证：即使某些市场流动性消失了，对其他资产的风险和价
值定价的一些标杆资产也能够自由买卖，直到投资者信心恢复。

14

对于监管机构来说，鼓励流动性的另外一个方法是鼓励市场参与者借入
或借出国内资质较好的股票和债券。（这种许可或者鼓励在绝大多数的政府债
券市场都很普遍，因为大多数央行都是市场中的主要“玩家”。
）监管者也能
进一步理解并鼓励掉期、期权和其他衍生品，而这些正是交易者和投资者缓
BIS-CGFS,“ Market Liquidity: Research Findings and Selected Policy Implications, ”May
1999.
BIS-CGFS, Ma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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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他们风险的手段。

美国证券借贷市场的演变
对任何发达资本市场来说，大量证券的借贷交易的发展会是流动性的重
要之源。美国证券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深度、最具流动性的投资交易舞台，对
其借贷市场发展的简单回顾，能够帮助我们刻画出，证券借贷实践在市场规
模越来越大并且产生的复杂交易策略越来越多的资本市场中，提供流动性的
重要角色。
历史上，美国出现证券借贷，最早可以追溯到 1776 年《独立宣言》之
后的美国政府战争债券市场。然而美国和英国私有债券借贷市场的更快发展
是在 19 世纪。
从有着数世纪历史的起源阶段到 20 世纪中期，证券的借贷成为投资者
和经纪人 / 交易商之间直接的私有特定操作。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
证券借贷才成为专业机构和日常从业者从事的一项重要日常市场工作。
现代证券借贷业出现的一项重要诱因是美国经济繁荣带来的 20 世纪 60
年代股票市场投资的复兴。华尔街上的领头公司不仅创造了盈利纪录，而且
使得个人和机构投资规模达到了 1929 年经济危机以及后来大萧条之后的新
水平。
经济的快速增长让华尔街股票市场迅速膨胀，从个人到越来越多的年金
基金都参与进来。很多公司也通过发行能转化为普通股的股票相关混合证券
而从股市上涨中获益。其他公司则将自己的股价当作“货币”，来参与并购
重组的浪潮。
这些发展为专业投资者在普通股和混合证券之间，或者从并购战中双方
股票之间的套利创造了新机会。牛市也使得出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代
表着在其他国家市场交易的外国投资者份额的美国存托凭证（ADRs）复苏。
尤其是随着股票价格的飙升，越来越多的空头开始出售股票，寄希望于股价
随后下跌。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股票交易和证券公司都在适应一次次变化带来的
交易额的飙升，结果是一系列的后台部分陷入混乱，有些甚至造成了华尔街
知名交易公司的崩溃，也造成了清算问题的激增。这些操作失灵的现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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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市场的失去流动性，在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两种事物的发展而有所缓解。
一种是，交易结算过程逐渐自动化，后台卡纸问题有所缓解；另一种是，真
正的证券借贷业开始兴起，它通过向为实现自己交易策略而需要证券的套利
者、短线交易者或其他交易者提供可借出的资产，能够有效减少交易失败。
机构化的证券借贷在美国市场发展很及时，因为它适应了证券借贷需求
进一步暴增的形势。随着布莱克 - 斯科尔斯（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
在资本市场的应用，20 世纪 70 年代期权或其他衍生品交易激增，机构化证
券借贷也开始出现。定价模型为交易者提供了能够计算看涨看跌股票期权价
值的可靠公式，有了这样的价值计量方法，交易量开始暴发。并且基于期权
的交易策略，需要股票借贷对冲和套利。随着这些所谓“衍生品”的滚动，
布莱克 - 斯科尔斯模型带来的投资策略，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以新衍
生品、指数套利和其他复杂投资交易策略为中心的金融创新奠定了基础，这
些创新又促进了交易商与投资者为执行他们交易与对冲市场风险的证券借贷
需求的发展。
从供给方面看，美国托管银行也通过为机构客户（如保险公司、公司投
资组合和随后的大学捐赠基金）提供证券借贷服务而开始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之后法律禁止养老基金参与证券借贷。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美国大多数
大机构投资者都习惯利用证券借贷来赚取超额利润以冲减托管费，而且美国
证券借贷自身也彻底成为一项产业。
美国经验的重要启示很简单：证券借贷和资本市场是一连串的发展。

证券借贷：市场流动性的关键
为使市场中已发行证券流动起来，证券借贷能够增加支持交易和清算
的资产总供给。证券借贷将其他不流动资产转变为流动的内部生成的金融资
源，这种资源能够支持更高的交易额和更复杂的交易策略，这使得已发行证
券存量实际上在市场流动性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将现存的股票债券转变为进一步交易的金融资源，发达的证券借贷业务
在整个市场中能够最小化交易摩擦、提升效率、减少清算问题，并减少交易
成本。其受益是多方面的。证券借贷能够提供使“长期 ”头寸和相对应的
“短期”头寸获得平衡的期权，这样一来风险能够更容易缓释。确实，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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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证券借贷的参与者，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益。
复杂证券借贷业的发展实际上在提升要“跨越”至成熟的市场的流动性
方面，扮演了中心角色。市场“成熟”确实也能被定义为其流动性可以吸引
全球大投资者的巨量投资。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新启的或者重启的资本市场都通过首先吸引国内
投资者和有冒险精神的外国投资者的兴趣来开始其经济的“起飞”。可以断
言，第一股向内的投资浪潮使得新兴市场真正“新兴”起来。为保持增长，
资本市场需要吸引来源于更大投资者的更稳定和长期的投资，这些投资者一
般都比先行者的风险规避意识更强。
这使得世界各资本市场都需要改进并自动化其清算过程，建立中央清算
机构（如果还没有的话），“回收”证券所有权，并且疏通文件传递。
随着这些变化固定下来而且某市场投资增长，会产生进一步的压力，如
更准确的数据、更大的透明性、有助于更多更大投资者为对冲其投资风险的
创造衍生品和短线交易实务。全球养老基金出于对冲风险敞口而对这些工具
的需求非常重要。
受审慎受托标准的束缚，很多机构投资者几乎是被迫使用衍生品、回购
或其他工具来管理投资风险敞口的。衍生品工具市场的发展反过来又取决于
实际或“基础”市场投资者参与大量短线交易和证券借贷，并在越来越高的
交易量中保持流动性的能力。
证券借贷不发达或为监管机构和社会文化所不支持的市场，想发展成为
世界级水平会有难度，至少应当去除这些障碍。
随着这种市场模式一次次上演，越来越多的政府、世界银行之类的多边
组织和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催化作用。国际清算银行之
类的机构也认识到证券借贷在促进证券市场功能发挥方面的作用。15
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证券借贷是高级、有效率资本市场发展所不可
或缺的元素。 确实，市场交易量越大，证券借贷地位越重要。简言之，它
Technical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
“ Securities Lending Transactions: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CPSS) , Jul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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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能让不拥有证券的借券人进行交易的手段，不再是临时的后台部门操
作，也不再是机构投资贷券人用于赚取一点基点或节省其持券托管费的低风
险手段。它作为一项产业，实际上已经成为任何想成为世界级、21 世纪资本
市场的内部融资的主要来源。
难怪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份报告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做出结论：
证券借贷市场是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向证券、
现金和衍生品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和更高的灵活性……证券借贷活动在
未来会继续发展并成为金融市场更不可分割的部分。

16

很多国家富有经验的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也认识到证券借贷对于润滑其资
本市场引擎的作用。并且，正如 1998 年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一份报告指出：
投资者越来越愿意在可预见的一定时期内保持高水平流动性的市
场中交易或持有头寸……当某金融工具能够被其他工具替代时，市场
流动性会有所增强，因为它们的市场越来越脱离零散状态。

17

政府和监管者逐渐认识到证券借贷的价值，这并不奇怪。它很大程度上
源于央行和货币当局自己，对其在政府债券市场中，使用回购协议（repos）
作为一项货币政策的密切相关操作的依赖。然而，我们首先应解释证券借贷
怎样提升了流动性。

证券借贷怎样提升流动性
为更好理解证券借贷对市场流动性的具体作用，试想一个最简单形式
的具体股票借贷交易结构。在基础股票交易中，对手方基于担保义务借入
股票，这些股票又会回到市场中，而担保品（如现金）会被用来购买更多的
工具，一般是短期货币市场或其他固定收益产品。这个交易的两个组成部
分——借出的证券和再投资的担保品都向资本市场注入了更多的证券或现
金，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了流动性。
IOSCO/BIS Report, July 1999.
BIS-CGFS,“ A Review of Financial Market Events in Autumn 1998, ”Octob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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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特定市场交易的可借贷资产供给的增加，使得市场在定价和清
算方面的效率增加，这样市场的交易会越来越顺利，对市场影响也更小。这
几乎是流动性在辞典中的定义。
然而，证券借贷也间接地提升了流动性，这是因为证券借贷使得投资者
对面临“失败”或市场冻结的低风险更具有信心，这样的话交易也会更顺利。
这不仅对于上述的简单例子有效，也对近几十年产生的所有复杂交易策略同
样适用，这些策略都依赖于一个蓬勃的证券借贷市场来操作。
市值和交易量的增加，市场参与者也创造出新的工具和交易策略，也会
产生更多的证券借入需求。于是证券借贷从一个清算或后台部门为覆盖短期
头寸提供证券的功能，变成了支持全球交易策略的融券供应。
通过及时并节省成本地向市场再引入股票、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证券
借贷使得市场参与者使用这些资产，能够平衡价值、分散风险、减少交易清
算问题，甚至在并不持有某证券时仍然能够改变相关头寸。
进一步举一个典型例子，套利是当今市场需要证券借贷的一个重要诱
因。套利交易的目标是找出同一证券在不同市场中的不同价格，会使得证券
借入需求不断上升，因为套利者一直在寻找经常小而短暂的证券价格差别，
这些证券他们可能并没有。套利者利润通常很小，但如果长时间重复这种策
略，不管价差是正还是负，他会成为价格的“再平衡者”，并向市场的买卖
双方都提供持续的流动性。虽然套利者从定价不合理中寻求利润，但有了借
入的证券，他们的交易才能使得价格回归一致，并使得市场更有效率。
举个例子，在存托凭证套利中，套利者在美国存托凭证市场和真正的股
票交易市场（如法兰克福）中往返交易，来寻找两者之间的价差。套利者需
要借入证券来实现其操作，这个过程中交易量会增加，价格会回归一致。相
似地，指数套利也使得一篮子股票价格与指数期货的价格回归一致。
公司并购交易中的“风险套利”的复杂策略，也使得证券市场更平衡、
更有流动性。当一家公司利用换股来收购另一家公司时，套利策略通常是买
入标的方股票、短期借入并卖出收购方的股票来赚取其溢价，通常 20% 或更
高，这个溢价通常是收购方为吸引标的方股票持有者而提供的。当交易成功
时，套利者能够赚取卖出标的方股票和买入收购方股票（随后还给证券借贷
方）的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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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方有时会反对风险套利，因为若其股票份额多数为套利者持有，会
使得交易受到股东投票支持。证券借贷使得风险套利成为可能，而风险套利
也通过吸收了大部分并购风险、对风险进行重新定价、提升了标的方股东卖
出的流动性并且赚取交易成功的溢价，来使得整个市场获益。

认识证券借贷的关键角色
20 世纪 90 年代分别以两份重要政策报告为首尾，这两份报告彻底肯定
了证券借贷对资本市场发展的作用，并且呼吁国家鼓励其发展。第 1 份是
1989 年 30 国集团（G30）关于清算结算系统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一个建议是
催促政府和监管者为证券借贷创造便利，来降低交易“失败”带来的高利率，
高利率阻止了跨国投资者并使得国内资本市场缺乏流动性，易于瘫痪。

18

G30 倡议减除阻碍证券借贷的监管和税收壁垒，在 20 世纪 90 年代收到
了良好的回应。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瑞士、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都采取
实际行动去除了证券借贷的法律与政策限制，并积极促进国内外实体的证券
借贷、掉期和证券“卖出回购”协议。

19

与此同时，证券借贷也以回购协议形式成为现代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工
具，由中央银行在政府证券市场开展。先进国家的中央银行现在会使用积极
的回购策略来向主权债务市场增加流动性，稳定其币值，吸引外国投资。
在全球资本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央行政府证券借贷与对冲策略的更多使
用中，20 世纪 90 年代由一项 BIS 和 IOSCO 共同研究的结论总结：
证券借贷在近年来成为证券市场的中心，其融资目的的日均证券
成交量，远超过了买断卖断的成交量。

20

回购和证券借贷
证券借贷和回购市场有相似特征，但其法律结构不同。它们交易结构相
似，都是一种证券通过担保方式借出。回购交易是卖断交易，它伴随着在特
定日期（有时会是第 2 天）以特定价格购回的协议。因此它可以被看成证券
Group of Thirty,“ Clearance and Settlement in the World’s Securities Markets, ”March 1989.
IOSCO/BIS Report, July 1999.
IOSCO/BIS Report, Jul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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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现金借入载体。实际操作中，回购卖方以现金为担保借出证券，同时买方
以证券为担保借出现金。
与证券贷款类似，回购也能带来价差回归、减低融资和交易策略成本以
及“裂变风险”的效果。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回购市场已高度发达。1999 年 7 月的 IOSCO/BIS
报告这样描述它：
美国国库券回购市场，经纪商开始匹配其账面组合以向客户提供
流动性，并使用回购市场在收益率曲线的低点做头寸。例如，经纪商
会以 1 个月的回购借出证券，并以 1 周借入证券，期望回购利率会下
降。于是回购超出了直接融资市场而单独成为了货币市场工具，成为
了银行间存款和存款市场国库券 / 凭证的替代品。

21

可能最显著的是，回购已成为世界上大量中央银行管理货币政策的重
要工具。如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在其关于中央银行回购市场含义的报告中
提到：
对使用回购的中央银行而言，回购通常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10 国集团的一些中央银行，其使用回购占国内金融部门的比例超过
70%。

22

回购和证券借贷是功能相似的交易。它们都提供证券、增加成交量、分
散风险，并有助于保持金融市场顺利运行。这些很相似的特征实际上联结了
市场。如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指出：
一些实例中，回购市场的证券供应会随着股票借贷协议增加而增
加……（这些协议）允许持有证券而不愿（或不被允许）参与回购市场
的机构赚取更高的回报……于是回购市场支持了证券市场，证券发行
人有时也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

23

IOSCO/BIS Report, July 1999.
BIS-CGFS,“ Implications of Repo Markets for Central banks, ”March 1999.
BIS-CGFS, Marc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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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证券借贷通过直接促进各种交易策略而使得注入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增加，与借入证券相对的担保品同样使市场获益。
当现金成为担保品时，一般做法是将其再投资于短期的货币市场工具，
因为市场借出方需要基于一日来定价、购买、出售和结算，短期持有流动性
较差的工具会非常危险。用现金担保品投资的需求反过来会生成大量持续的
证券借出方对货币市场投资的需求，并为跨国机构、公司和证券化的短期债
务市场提供了广度和深度。在非现金担保能被接受的地方，借出方为保护证
券贷款，通常只会准许那些易于定价、交易和变现的担保品。

新的官方共识：培育资本市场和证券借贷
随着政府、跨国机构和学者认识到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
证券借贷对保持市场流动性的手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去除证券借贷的法
律和监管障碍。有些国家积极鼓励国内外实体参与证券借贷实践。
全球最近发展表明各国一直都认识到证券借贷的优点，并通过改革来鼓
励。最明显的官方支持在于政府债券市场的回购交易这一紧密联系的舞台，
而这种交易已成为全球最大最强力的货币当局货币操作的中心。

结论
如果 20 世纪 90 年代见证了资本市场崛起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经济体的主
要融资载体，那么 21 世纪会见证这些市场的成熟。对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
为国民经济带来强大竞争力这一现象的警觉会使资本市场在全世界进一步发
展。全球养老金和储蓄改革的继续运行会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资本，有助
于世界证券市场的成长。
要想驾驭这些广大、稳定的长期投资，使之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许多国
家必须依次在法律、监管和使证券市场运行的交易机制方面全面放开。衍生
品、对冲和证券借贷是任何市场吸引投资者并发展的核心元素。
正如证券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代表在 1999 年国际证监会组织 / 国际清算
银行报告中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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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证券借贷市场是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向证券、现金和衍生品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和更高的灵活性……证券借
贷活动在未来会继续发展并成为金融市场的更不可分割的部分。

24

政策制定者和中央银行需要刺激证券借贷在一般市场，特别是回购市场
的发展，这一逐渐达成的官方共识，应保证证券借贷在 21 世纪资本市场发
展中的中心地位。这表明过去 20 年证券借贷的崛起固然令人吃惊，但其最
好的时光尚未到来。

IOSCO/BIS Report, July 1999.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