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国际金融市场与工具

学习目标
● 认识国际金融市场的基本构成。
● 理解全球货币市场、利率和外汇市场怎样相互影响和依存。
● 了解国际货币及货币衍生品的种类及作用。

21.1

金融全球化：一个新生的现象

尽管围绕着全球化现象有着许多的问题和争执，但在当前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感到了
它的存在，并经常被认为理所当然。此外，特别是在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领域，它还通常被视
为是一种相对新生的现象。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阿伦 M. 泰勒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金融全球
化并指出了一些有趣的事实。 确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资本流动量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
一

展中国家都有显著的增加，它经常给决策者带来困难的抉择。令人惊奇的是，早在全球化的
早期，即 1870 ～ 1914 年，相似的现象就已经发生了，这两个时期间有明显的相似性，尽管
相隔了大约 100 年，却已经凸显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尤其是从 1914 年开始的并贯穿于 20 世纪
40 ～ 50 年代早期的全球化现象的崩溃。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必然会导
致金融全球化明显地改变，但是仅根据我们早期的经历就对如今的资本全球化现象进行阻挠和
审视时，似乎仍需审慎。
尽管全球资本市场于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发展，但是一直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它才
达到了与先前较早时期同等的发达水平。虽然从伴随经济迅速增长的通信和交通方式的改变来
看，这两个发展阶段十分相似，但它们在适用的外汇体制种类和决策者所面对的抉择方面又截
然不同。较早时期是在金本位制下运行的，而如今的体系则是由以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浮动汇
率安排为锚的多种体系的混合体。然而，泰勒又指出了这两个时期之间差异的另外一个有趣的
一

Alan M. Taylor,“Globe Finance: Past and Preent,”Finance and Development (March 2004), pp. 28-31. 本文是根据
如下著作写就，Globalization and Capital Markets: Integration, Crisi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与 Alan Taylor 合作者为 Maurice Obst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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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在较早时期流向发展中地区的资本量大致等于流向富裕国家的资本量；而在当今，相对
而言，流向发展中国家资本几乎少得可怜，资本主体都是在富裕国家之间相互流动，其目的是
通过资产多样化和资产组合的优化配置来降低风险。
在当今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世界中，与国际资产相关的外汇交易价值已经远离了与商品和服
务相关的外汇交易价值，所以更加密切地关注现代交易方式的性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国际金
融体系中，现代交易行为人已经开发出了大量令人目眩的不同种类可交易资产，其中的每一种
资产都可以满足特定的流动性、风险和金融投资者及资产持有人对收益的要求。在本章，我们
将概括一些主要用来进行国际交换的不同资产的种类，同时给出了有关它们的交易规模、特点
以及市场的有关信息。本章以国际银行信贷开篇，考察了国际债券和股票（证券）的有关内容，
之后也详细考察了大量属于“金融衍生品”大类的具体金融工具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让读者
总体上了解可用于跨国的财富流动的金融工具的范围，并揭示国际间存在的满足金融投资者特
定偏好的种种可能性。

21.2

国际银行信贷

在读者的经济学入门课程“货币银行学”中，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当考查银行资产负
债表时，银行的贷款和存款在性质上完全是国内的。换句话说，存入银行（和其他存储机构）
的存款（储户的资产和银行负债）都被假设为来自于国内的公民。这些存款为储户进行经济
交易提供了支票账户，而且储蓄和定期存款账户可以让储户赚取利息，从而为他们今后的消
费打下基础。存款为银行提供了资金，在满足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储备要求后，银行仍可以在
国内提供贷款（银行的资产和借款者的负债）。然而，当储户开始为他们的存款寻求国际出
路，同时银行不断为其资金寻求新的国际借款者时，这种简单直接的教科书式的处理方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而且如今银行自身通常也在国外开设了相当多
的分行。
表 21-1 说明了为什么只集中于国内已经不再适合的数据事实。表中给出的是国际银行同
业拆借（international bank lending）的数据，这种由跨国贷款构成的贷款或融资可由多方面的
原因引发。例如，国内银行可能会对那些希望从事实际项目投资的外国私人公司提供贷款，因
为这些公司认为本国的贷款条件比他们所在国的贷款条件更优惠；或者说国内银行可能会利用
超额存款准备金去购买国外的金融产品工具（比如说国外银行开出的存单）以获得比国内现行
的同类工具产品更高的收益；或者说国外银行可能会向本国银行借款来满足它们所在国（外国
银行所在国）客户以本国货币作为流动性资金的需求。
表 21-1

2011 年 9 月 国际银行信贷的总额和净额

（单位：10 亿美元）

A 部分
（1）全部跨国银行债权
（2）用外币计价的本国资产
（3）国际银行信贷总存量

31 682.4

（4）减去：银行间存款

4 195.7
35 878.1

以外币计价的本国负债
（5）国际银行信贷净存量

22 022.8
2 680.6
11 174.7

注：由于四舍五入取整的原因，各成分相加与总和不一定相等。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 Quarterly Review，2012 年 3 月，A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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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第（1）行是由国际清算银行（BIS）给出的“全部跨国银行债权”， 这个数字概括
一

了所有重要的 43 个国家银行的要求权，这些要求权是由这些银行对其他国家的借款者发放的
贷款形成的，当然也是国际信贷的一部分。第（2）行，“用外币计价的本国资产”，指的是由
银行向国内借款者发放的贷款，但这些是外币贷款。由于这些外币是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从
国外获得，故它也反映了国际信贷的一个方面。上述两行之和就构成了第（3）行，即国际银
行信贷总存量（gross international bank lending）——2011 年 9 月是 358 781 亿美元，或为 35.9
万亿美元（美元计价，通过汇率将非美元换算成美元）。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确定在该时间段净贷款存量，就需要对总贷款数字进行调整。简单地
说，如果一家美国银行向一家德国银行贷款 300 万美元（即存入 300 万美元），而同时一家德
国银行贷款相当于 200 万美元的款项（即存入相当于 200 万美元的款项）到一家美国银行，那
么净国际资金流量只有 100 万美元流出美国（但资金总流量却有 500 万美元）。第（4）行数字
通过减去银行间存款来进行调整，很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220 228 亿美元。这些银行
间存款可能发生的情形如下：例如，国内（国外）银行可能是出于便利目的与国外（国内）经
济行为人进行交易，或者为了在国外（国内）进行特别存款来赚取更高的收益率，或者为了一
般意义上的投资组合多样化，这些目的都会使银行将存款存入国外（国内）银行。在投资组合
多样化情况下，通过持有包括外国资产在内的多样资产，风险就被大大降低了（即不要把鸡蛋
放进同一个篮子里）。当只是考虑这些银行间存款的净额时，2011 年 9 月，国际银行信贷净存
量（net international bank lending）[ 第（5）行 ] 为 111 747 亿美元。
更为详细地分析国际银行业贷款总额非常有用，贷款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1）国内银行向非本国居民发放本币贷款。这部分可以用如下例子来说明：一家法国银行
向一家美国公司发放欧元贷款，该公司用于购买法国的出口产品。
（2）国内银行向非本国居民发放外国货币贷款。这方面的例子是：法国的一家银行向美国
的一家公司发放美元贷款，这样该公司可以从一家希望得到美元的沙特阿拉伯出口商那里购买
石油（石油价格事实上是用美元作价的）。
（3）本国银行向本国居民发放外国货币贷款。该情况的事例有：一家法国银行向一名法国
公民发放美元贷款，后者用于购买美国国债。
在文献中，上述的第（1）项（向非本国居民发放本国货币贷款）就是通常所指传统外国
银行贷款（traditional foreign bank lending）， 这种类型也有着悠久的历史：银行为满足国际贸
二

易融资要求，向国外的居民和公司提供本国货币。但第（2）和（3）项所提到的贷款总值（向
非本国居民和国内居民提供外币贷款）则只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才初具规模。这两方面反
映了货币在其发行国之外被使用的情形，它们也是欧洲货币市场（eurocurrency market）中有
代表性的行为。实际上，欧洲货币存款是指在金融机构存款的计价货币并非该机构所在国家发
行的货币。最初，这个市场由于所涉及的存款都是在美国之外（主要是欧洲）的美元存款，所
以它又被称为欧洲美元市场（eurodollar market）。随着市场中其他货币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为
了把其他货币也包括在内，“欧洲美元”的称谓也被逐渐扩展为“欧洲货币”；当然，由于这样
一

国际清算银行是一个设在瑞士的日内瓦国际机构，是各国央行行长就国际货币合作事宜进行磋商的会议机构，
它为中央银行的清算业务充当票据交换所的角色，并处理其他各种国际银行事务。

二

参见约翰逊（Johnston，1982，pp.1-2）。但是，约翰逊所指的国际银行信贷仅包括（1）和（3）两项，而非（1）
（2）（3）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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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款如今也流入了欧洲之外的金融中心（尤其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甚至可以认为欧洲货
币的称谓也已经不再恰当。
我们现在尤其需介绍欧洲美元和欧洲货币市场的起源和含义。由于相对其他货币，欧洲美
元在欧洲货币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同时也由于欧洲美元的出现成了其他货币能够在这些市场中
流通的催化剂，所以我们尤其关注欧洲美元。
欧洲美元或者欧洲货币可以通过多条途径形成，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美国出口商
向一个英国进口商销售货物并得到美元支付（假定该英国进口商已经通过实施外汇市场交易获
得了美元）。 然而，为了便利地使用美元，例如，这家美国公司要向英国（或者其他欧洲的）
一

公司购买生产要素，该美国出口商可能希望把美元留在一家伦敦银行（实际上伦敦是最大的欧
洲美元中心）。该伦敦银行将把这部分存款作为美元存款计入，这与该伦敦银行对美国出口商
开立账户的美国银行（伦敦银行与之有相互对应的关系）的要求权是相匹配的。和任何银行存
款一样，这种在伦敦的存款可以通过英国银行向所有对美元有需求的客户放贷。实际上，由于
英国银行可以在留足部分准备金之后触发存款扩张乘数效应，欧洲美元的存款量是可以多倍增
加。因此，如果美国出口商的最初存款为 100 万美元存款，而该银行试图贷出其中的 90%，这
90 万美元（例如，贷给一家英国进口公司，也可以从一家希望得到美元支付的法国公司那里
购买商品）会被再次储蓄在欧洲并成为另一笔贷款——81 万美元的基数（即如果 90 万美元中
有 90% 再次被贷出）。我们在经济学原理课程中所讨论过银行存款扩张的乘数效应，这一系列
的贷款（若其中的 90% 总是被再次贷出）可最终累积至总和为 1 000 万的欧洲美元存款（1 000
万美元 =1/0.10 × 初始的 100 万美元存款）。 在欧洲美元货币扩张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贷款
二

通常放贷期不多于 6 个月，即使这些银行可能并不位于欧洲（如在新加坡），但这些放贷的银
行仍被称为欧洲美元银行。此外，其贷款利率通常在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LIBOR，即欧洲美元银行间相互贷款的利率）之上有一个加成，规模大小由风险
和市场现状所决定。

三

从历史的角度看，欧洲美元市场从 20 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显示出其重要性（参见 Kaufman，
1992 ；Gilbson，1989）。当时，出于冷战的考虑，苏联将其美元存款从美国转移到伦敦银行。
此外，由于英国对其国际收支赤字以及该时期盯住汇率制下维持英镑价值的能力深表担忧，所
以也增加了在伦敦银行的美元存款，同时对于进口和资本流出交易也对英镑使用采取了一些管
制措施。英国政府此举的后果，导致英国银行继续对这类交易提供融资并越来越多地依赖美元
来进行。而且，由于美国国际收支存在巨额的（当时意义上的）官方储备金交易赤字，在英国
和欧洲的美元也逐渐变得相对充裕，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
是美国银行业对于定期储蓄存款所要支付利息存在法定上限（美联储的 Q 项条例）。由于欧洲
利率较高，美国的储户选择将美元存入欧洲，而欧洲各银行也相当乐意接收。欧洲各银行有能
力提供较高利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美元并非像在美国国内银行存款那样受到法定准备金要
一

进一步的讨论，参见 Kaufman (1992，pp.311.25)。

二

然而，还应该注意，在乘数扩张过程中，如果一笔欧洲美元存款在某一时间点被一家美国银行借走，扩张过
程就停止了，因为这一存款已不再归入欧洲美元存款 ( 这些资金回到了美国境内 )。参见 Kvasnicka（1986，
pp.175，761）。

三

更确切地说，LlBOR 是基于伦敦五家主要银行对同业间美元存款利率的平均值，这些银行在每个工作日上午
11 点公布自己的利率报价。LIBOR 在每天的《华尔街日报》及其他金融出版物上都进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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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约束。因此，相对于美国银行来说，对于任何特定数额的存款，欧洲货币银行都可以贷出
更大的份额，所以欧洲货币银行可以从它们的存款中获得更高的回报，这使得它们为了吸引更
多的资金有能力向储户提供更高的利率。
欧洲美元（欧洲货币）市场兴起的另外两个值得一提的因素：一个来自需求方面，另一个
来自供给方面。从需求方面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由于越南战争，导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
压力增大，美国从总体上采用了紧缩货币政策。再由于银根紧缩，美元借款者发现在纽约和美
国其他金融中心借到美元的难度较大。由于在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为了缓解国际收支恶
化问题，采用了两项额外的、严格的旨在限制资本流出的政策，外国借款者从美国金融机构获
得美元的负担越来越重。美联储引入的这些措施成了银行业对国外贷款“自愿遵守的原则（对
特定地区的贷款比例提出了具体的减少建议），同时对于外国人从美国国内金融机构和市场中
获得的贷款要征收利率均等税（非自愿），由于这相当于高于贷款常规利息之外的费用，故这
种税收可以认为不鼓励向国外发放贷款。因此，由于这些措施和总体上的货币紧缩政策，从美
国获得美元贷款更加困难，因此推动了在国外出现美元账户；国外持有者发现，若把存款以美
元形式存在海外，而不是把国外现有的美元兑换成各自国家的货币会更有利可图。此外，对于
欧洲美元的持续增加，一部分甚至来自于美国国内银行自身。由于美国国内货币紧缩，美国各
银行开始从各自的海外分行以及国外各银行寻求美元资金。由于欧洲的贷款利率往往低于美国，
而欧洲的存款利率又高于美国，因此欧洲美元需求可得到满足。这种利率结构之所以能够存在
是因为欧洲货币银行可以在贷款和存款利率之间收取更小的利息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欧
洲美元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存款准备金要求。我们在本章稍后部分还要对其他因素进行讨论。
从供给方面看，新的国外美元存款增长由几种原因引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
1973 ～ 1974 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第一次“石油冲击”
，当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实行部
分石油出口禁运之后，世界石油价格实际上翻了两番。由于石油计价及交易都是使用美元，大
量的美元（众所周知的“石油美元”
）流入了 OPEC 国家，而其中有许多都被存入了伦敦和欧洲
其他城市的银行。实际上，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石油价格大幅降低，石油美元的存款也一直
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例如，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1992）指出，1990 年伊拉克入
侵科威特之后，被推翻的科威特政府之所以仍然有能力对资助“沙漠风暴行动”尽一份力，就
是因为科威特统治家族在国外投资大约有 100 亿美元，还有相当大的一笔资金在欧洲货币银行。
了解了欧洲美元和欧洲货币市场的背景以及性质，我们现在可以简要地对它们的重要性进
行思考。这些市场的崛起主要是跨国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大大提升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尽管存
在多种风险、交易成本以及稍后要讨论的其他导致利率不相等的因素，各国间的利率（和总体
信用状况）相互联动程度大大提高。在欧洲市场中，由于存款的主要部分是银行间存款——一
家银行存在另一家银行的存款——同时也由于银行业对于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利率尽管并不
相等，但其联系仍然紧密。
为了详细说明，我们假设如下案例，美国一家大规模的银行对吸引存款和用这些存款发
放贷款获得利息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它对国内外的资金市场情况认识十分清楚，它把从国内获
得额外存款的成本与把那部分存款投入欧洲美元市场（或者是另一家银行，或者是该银行的海
外分行）的收益进行了对比， 其中获得新存款的成本包括了应付储户的利息，以及由于持有
一

一

参见 Kreicher（1982，p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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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存款准备金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在美国，针对非个人（公司）
一

定期存款的准备金要求已经被取消，故这些存款的成本基本上只剩下了利息成本。若该利息成
本低于欧洲美元市场的收益，且该市场收益高于国内同等资产的收益，那么将资金投入欧洲美
元市场就有利可图。由于资金从美国的货币市场撤出会对美国的市场利率上升形成压力，同时
资金流入欧洲美元市场会对欧洲美元利率造成下行压力，因此从美国流出的资金发挥了套利的
功能。当欧洲美元利率低于本国利率时，相反的压力就会形成，对于这家美国银行来说，就会
从欧洲美元市场借入资金然后在美国进行贷款。
因此，欧洲美元和欧洲货币市场已经成了推动跨国利率变化的一种力量，它们也就理所
当然地在加强跨国的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正是由于市场成为了国际一体化的推
动力量，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有关利率的货币政策与没有这些市场相比更缺乏独立性。一个国家
若要提高利率将会导致资金流入，这将会抑制最初实施紧缩政策的国家利率上升，同时将会对
其他国家利率上行形成压力。因此，实施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已经变得不再可能（至少是在发
达国家）。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一体化进程本可以在没有欧洲美元市场自身崛起的条件下完成，
因为由于最近几十年中总体上对资本流动壁垒已经大大降低，这本来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结
果。但是，欧洲美元和欧洲货币市场的崛起加快了这个进程。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许多观察家都在担心，在一般的国际银行贷款和特定的欧洲美元市
场行为的激增已经促发了潜在的经济不稳定性。由于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对于来自国外的存款
并没有管辖权，所以对于货币供应中以这个国家货币保有的那部分资金不能进行控制。例如，
可以由于美国银行借到并在美国使用，美联储采取的紧缩政策将难以发挥作用。或者说，美国
一家跨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可以从德国或者英国的银行那里借到美元，并在美联储试图通过
减少美国银行业贷款的措施来反通货膨胀时使用这些美元，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购买。更进一步
说，以美元名义存在的存款，比如说在法国，也不在法国中央银行有效的控制之下，若法国希
望采取反通货膨胀政策，这些不受控制的存款的增长也会对法国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

概念复习 21-1
1．什么是欧洲美元存款？一家法国公司在纽约的美元存款是欧洲美元存款吗？为什么？
2．国际银行信贷总存量和净存量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21.3

国际债券市场（债务类有价证券）

除了国际银行业贷款外，在最近几十年里，国际债券市场（international bond market）获得
大规模的发展。由政府和公司发行的债券表明了发行主体的借款行为，而且贷款的期限通常不
少于 1 年。一般意义上的债券种类中，经常采用的区别是：“票据”（note，偿还期时间少于 10
年）和债券（bond，偿还期时间为 10 年或更长）。我们一般使用“债券”一词来概况上述两类
债务工具。
一

在美国，这些额外成本包括 ：①一切与存款保险相关须支付的费用 ；②一切适用的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我们
在讨论中暂时不考虑这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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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的票面价值或者说偿还期价值（如 1 000 美元）表明了在债券到期后应该向放贷者偿
付的资金量，而利息支付（或者叫息票支付）通常是每年支付一次［例如，每年 60 美元或者是
6%（60/1 000）
］的息票利率。 此外，债券发行通常还涉及债券承销商（bond underwriters），
一

即为发行主体管理债券销售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这些承销商从公司或政府那里购买债券，
因此它们就承担债券无法售出的风险。在国际债券市场中，为了达到营销债券的目的银行通常
会联合起来形成贷款辛迪加（loan syndicate）。
在考察国际债券市场时，必须区分如下两种情况（Mendelson，1983）。
（1）一国的借款人通过东道国的辛迪加在另一国（东道国）发行债券，其销售对象主要是
东道国的居民，而发行的债券也是以东道国货币形式发行的。我们可以说这些交易就是发生在
国外债券市场（foreign bond markets）。
（2）一国的借款者在多国贷款辛迪加的协助下在许多国家的市场中发行债券并销售给许多
国家的居民。这些债券可以以多种不同的货币形式存在（包括发行人本国的货币，但不一定是
销售国的货币），这些交易都被称为发生在欧洲债券市场（eurobond markets）中的交易。
这两种类型的市场——国外债券市场和欧洲美元债券市场——共同组成了总的国际债券市
场。实际上，国外债券与欧洲美元债券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被模糊化了（例如，由于一家
银行可能毛遂自荐提出承销申请，这样既不需要通过国内辛迪加也不需要通过跨国辛迪）。在
国外债券和欧洲美元债券市场中，发行的证券本身通常都支付不变利率或可变（浮动）利率
（通常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相挂钩）。此外，一些债券也会以低于票面价值的形式采用较大
幅度的贴现发行，即发行“零息票”债券。在这样的情形下，并没有定期的利息支付，当债券
到期后按票面价值偿付，就等于支付了全部利息。
表 21-2 表示的是 2011 年年底国际债券存量（国外债券和欧洲美元债券）和票据现有规模
的数据。此外，这里也列出了一些短期债券被称为货币市场工具的数据。从表 21-2 的 A 部分
中可以看出，2011 年年底广义国际债务类有价证券的存量为 28.7 万亿美元。表 21-2 的 B 部分
给出了证券发行者所在地——其中超过 85% 的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借款人发行的，债券也在离
岸中心发行，例如，在开曼群岛、巴哈马以及荷属安的列斯，这些中心是国际资金的中介或者
说是转运场所。 由于税收和监管上的优惠，一家设在开曼群岛的美国银行分行可以向位于美
二

国本土的母公司借款然后向非美国本土的借款者发放贷款。表 21-2 中其余的债券发行者都是
位于发展中国家和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跨国组织。从表 21-2 的 C 部分也可以
看出，欧元、美元、英镑、日元是债券计价的主要货币形式，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仅仅占证券计
价的 7%。最后，在表 21-2 的 D 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债券承销和
发行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一项里，银行借款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兼并与收购融资资金的
一

二

债券的市场价格并不一定等于到期时的价值。在一个简单、极端的例子中，假定债券发行者欲售出面值为
1 000 美元，年息票为 60 美元的债券。如果与之有竞争性关系的资产的利率水平为 10%，发行者将不可能按
1 000 美元的价格售出债券，因为对购买者来说利息收益仅为 6%。为了吸引投资者购买债券，价格不得不降低
到 600 美元。这是因为，只有当价格为 600 美元时，该债券的真实利率或收益率（60 美元的利息／ 600 美元
的价格）才等于 10%，这与市场上其他资产的收益率相同。类似地，如果市场利率水平为 4%，那么这种面值
1 000 美元，息票为 60 美元的债券就能卖到 1 500 美元，因为此时其收益率同样是 4%（60/1 500）。债券发
行人不会在低于 l 500 美元的价格上来销售债券，因为那意味着他获取资金支付了更高的利率。因此，债券
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利率和债券价格是反向变化的。在现实中，出于某些我们不再探讨的原因，在市场
利率波动时，债券价格不会像本例中那么大的幅度，但这一反向关系依然不变。
参见 Eng and Lees（1983，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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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来源，伴随着资本市场发展的全球化，资产负债表的组成部分也开始从国内负债向国际性
负债方向转移。
表 21-2

国际债券发行存量，2011 年 12 月 31 日

A 部分：工具种类

（单位：10 亿美元）

C 部分：工具的货币形式

货币市场工具
债券和票据

895.3

欧元

12 104.6

27 819.7

美元

11 613.9

28 715.0

英镑

2 216.1

B 部分：工具发行者所在地

781.0

日元
24 561.0

发达国家
美国

6 820.9

英国

3 675.5

1 999.4

其他货币

28 715.0
D 部分：工具发行者类别

德国

2 119.6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荷兰

2 032.3

公司

4 045.1

法国

1 976.5

政府

2 535.1

离岸中心

1 593.3

发展中国家

1 287.3

国际机构

20 860.3

1 273.5

其他发行者

28 715.0

1 273.5
28 715.0

注：由于四舍五入和取整，部分相加不一定等于总和。
资料来源：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BIS Quarterly Review，March 2012，pp.A113，A115-A119.

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与欧洲美元市场起步时非常相似，其中 1963 年中期美国征收利息均
等税即 IET（见本章前面关于欧洲美元起源的讨论），被认为是欧洲美元市场起步的主要原因
（Mendelsohn，1980）。这种税收适用于美国公民所持有的在国外（主要是欧洲）新发行的和现
有的证券中所得到的收益，这种税收引入的结果导致了在美国国内的债券价格下跌，目的是吸
引美国人购买这类债券。（为了弥补税收，债券需要有更高的利息收益率，这样其税后的收益
率要与国内债券的收益率相一致，我们知道高利率债券意味着低价格）。当 20 世纪 60 年代中
期美国开始实施税收限制后，美国又对银行对国外贷款也实行“自愿”贷款限制，同时为了减
少投资，对由美国公司进行的国外直接投资政府也提出指导建议，结果造成大量外国借款者离
开美国开始在欧洲发行债券。美国公司（它们此前可能已经在美国发行债券）的境外子公司也
在国外发行债券，这对于美国境外的债券市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欧
洲资本管制的松动以及欧洲共同体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在国外发行的新债券也开始以多种
不同的货币发行。当美国贷款限制和利息均等税被终止后，欧洲货币市场已经变得极具规模，
而且其增长已经不可逆转。
欧洲债券市场的经济含义与欧洲货币市场的含义大致相同。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越来越便
利，因此大大强化了相似资产利率等价化的趋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市场的发展也导致
了金融资本更有效的配置；然而，即使是完全相同的资产（国内债券和欧洲债券），其利率也
不会完全相同，这点与欧洲货币市场的情况相同，这不仅仅是由于之前所提到的交易成本和其
他因素造成的，还有一个妨碍二者相等的其他因素，那就是汇率风险。若一个持有美元标价债
券的德国人（实际上可能是由一家瑞士公司发行的）判断：在该债券到期之前的这段时间内，
美元将会贬值（或者是持有者持有债券的期限内，但是债券并没有到期），若该债券可以以欧
洲美元来标价或者存在无法规避或无法对冲的风险时，那么持有人就要求获得更高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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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债券市场而言，长期债券资产很可能比短期债券资产存在更多难以规避的风险。这是由于，
长期债券资产的套期保值工具难以获得，而且套期保值从技术上看的有效性和使用频率也会随
着债券自身期限的延长而降低，因此需要对风险做出更大的补偿。
当然，国际债券市场的另一个含义指的是外汇市场自身独自的发展将会比不存在这些市场
时更加活跃。如果债券持有人设想利率差无法由预期的汇率变化来弥补，他们可能就会因此去
购买以某种特定货币标价的债券，为了完成这种债券交易，他们有必要参与外汇市场以获得这
种特定的货币。同样地，在债券到期日，若那时债券销售商对于货币没有特定要求的话，外汇
市场的交易也可能会采用代理契约的形式。此外，原债券发行人可能也会因为要在到期日偿付
债券而需要进行外汇市场交易，因此外汇市场也将比原来要承受更大的震荡。

“在真实世界中”专栏 21-1

各国间的利率比较

正如正文所提及的，金融资本流动性持续增长对缩小国家间利率差有重要作用。从理论上讲，其
他条件相同时，我们应该认为相似资产的利率也应该接近相同，但是正如正文中和本章稍后所要讨论
的那样，由于汇率升水、市场风险因素以及其他原因的存在，利率实际上不可能相等。
随着近年来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们预计各国间利率不应存在大的差异。为了能与债券
市场相联系，表 21-3 给出了 2011 年年底 16 个发达国家和 8 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券收益率（到期日时
平均年收益率）。第（1）列是这些资产的名义利率；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
这一列并无特别意义。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决策实际利率更为重要；通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就
可以得到近似的实际利率，而且这样的调整也极为必要，例如，一个投资者从某种一年期债券中所得
的名义收益率为 10%，但若通货膨胀率为 8%，则所得的实际购买力就仅为 2%。因此，表 21-3 中第
（2）列给出了 2011 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而第（3）列给出了债券的实际利率。
表 21-3

2011 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券收益（平均每年偿付期收益率）

（1）名义 （2）2011通货 （3）实际
收益率（%） 膨胀率（%）① 收益率（%）

（1）名义 （2）2011通货 （3）实际
收益率（%） 膨胀率（%）① 收益率（%）

发达国家
澳大利亚

4.9

3.4

1.5

英国

3.1

4.5

-1.4

比利时

4.2

3.5

0.7

美国

2.8

3.2

-0.4

加拿大

3.2

2.9

0.3

16 个发达

3.6

2.7

0.9

捷克共和国

3.7

1.9

1.8

国家平均值

丹麦

2.7

2.8

-0.1

法国

3.3

2.1

1.2

发展中国家

德国

2.6

2.3

0.3

亚美尼亚

13.8

7.7

6.1

匈牙利

7.6

4.1

3.5

博茨瓦纳

7.4

8.9

-1.5

意大利

5.4

2.7

2.7

墨西哥

6.7

3.4

3.3

日本

1.1

-0.3

1.4

缅甸

12.0

5.0

7.0

韩国

4.1

4.0

0.1

纳米比亚②

10.0

8.8

1.2

荷兰

3.0

2.4

0.6

俄罗斯

7.6

6.9

0.7

西班牙

5.4

3.2

2.2

南非

8.5

5.0

3.5

瑞士

0.7

0.2

0.5

泰国

3.7

4.0

-0.3

③

① 通货膨胀率指的是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率。
② 2009 年数据。
③ 2010 年数据。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ata, obtained from http://elibrary-data.imf.org; 实际收益率由作者自己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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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列表明，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水平非常接近，但又非完全相同。除了风险因素之外，其中
的差异可以部分解释为不同市场中不同债券偿付期的不同。此外，由于价格水平的变化可以应用于名
义收益率与实际收益率的转化，因此这些价格水平的变化必定会随着相对购买力平价（PPP）的变化而
变化。然而，表 21-3 中，16 个国家中有 11 个国家与平均水平有 1 个百分点左右的差异，而匈牙利的
偏离为 2.6 个百分点，英国为 2.3 个百分点。
最后，由于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全融入世界金融体系，他们的实际利率差异比发达国家要大得多。
尽管如此，其中的区别如今看起来已经没有几年前那么明显，这说明了一体化进程的加快。8 个国家的
差异为 -1.5% ～ 7.0%。

最后，国际债券市场（以及欧洲货币市场）的存在削弱了任一国家货币权威的独立性。如
果加拿大银行希望降低长期利率以刺激投资，但若该国的债券持有者转而购买收益率相对较高
（故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外债券，则加拿大银行此举的目的将会大打折扣，同时还可能会导致
加拿大国内货币的外流，也有可能使国际收支头寸恶化（在固定汇率下）以及加元兑美元贬值
（在浮动汇率下）。

21.4

国际证券市场

最近几年，跨国交易更为广泛地使用的其他资产是公司普通股（证券），这种类型资产和
债券的不同之处在于持有股票的个人和机构也同时拥有了对公司的所有权。因此，从理论上
讲，股票涉及了债券不具备的控制因素。但是在现实中，一般情况下一个投资者持有某一公司
小额股票时，其所体现的实际控制权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如此，股票的金融特性与债券和其他
债务工具的区别是：做出购买决策时前者比后者复杂得多；当一个投资者考虑购买一家公司的
股票的时候，他面临许多不确定的预期：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盈利的波动性、公司产品供给与
需求及公司未来业绩背后的实际因素、公司股票每股收益和价格的比率、分红派息比例以及其
他业绩指标。在进行国际交易时，股票标价的国外货币相对于投资者所在国货币未来汇率的预
期以及股票销售国宏观经济的预期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近几年来，个人投资者正逐渐把对选
股的分析转向共同基金，因为基金不仅可以整合财务资源，同时也可以预测国际市场交易，但
是基金经理自身仍需要特别考虑所有的这些影响。
不幸的是，跨国购买股票数量的信息是难以获得的。市场中的观望者和参与者大致的共识
是股票交易额已经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总体持续增加的资本流动性以及发展中国家股票交易
现象的出现和成熟而不断增加，由于跨国股票交易的种类越来越多，因此不同国家股价的变动
越来越相似。这种共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由于市场间分割或区隔程度降低，市场间套利不断
发生造成的结果。但是，由于股市中预期起主要作用，如果预期突然转向会导致潜在的波动发
生，因此股市间的共动与普通市场相比还是有较大不同。若 A 市场中股价上涨而同时 B 市场
在走弱，投资者则可能会从 B 市场中撤出转而进入 A 市场，这样由于预期 A 市场中价格持续
走高而 B 市场中价格将持续疲软，又会推动 A 市场的价格进一步上涨，B 市场价格进一步停
滞。从另一方面来看，A 市场中上升的股价可能也会导致投资者产生股价将要下跌的预期，这
样他们会改变自己投资组合中的资产组成，转而增持 B 市场中的股票。在这种情况下，两市
的股价可能会趋于一致；正是因为这样行为的存在，首先一点是市场间背离可能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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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市场股价的上扬都会转移到另一个市场，引起股价上涨。当然，主要金融市场价格的
下跌也会引起其他金融市场随之下降。最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这一现象。最近，发
达国家间由于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压力，股市变化差异明显。欧洲内部特别突出，2012 年前 4
个月，德国的市场指数上涨了 8.2%，而希腊的股价指数下跌了 18.4%，西班牙下跌了 22.0%。
同一时期，美国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3.1%。发展中国家上涨明显，哥伦比亚 14.8%，
埃及 36.8%，智利 3.7%，泰国 14.2%。

一

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引起不同国家间股价指数普遍的变动，即投资组合中为减少风险而存在
国际投资组合多元化（internation portfolio diversiﬁcation，参见 Mayo，1997）。若国家间的价格
并非高度相关，那么一个市场的价格上涨（下跌）就不会与其他市场股价的上涨密切对应，则
持有不同国家的股票就有好处。由于许多投资者为风险厌恶型，在不同的市场中购买股票可以
减少全部投资组合价值大范围波动的可能性。实际上，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基金都是在精确地
进行这种分散化投资，但是若国际市场间投资组合变得过于分散化，且不同市场间余额在投资
组合不断变化的同时长时间保持不变，那么各个市场就有可能转入某种平行变化。
在总结国际证券市场之前，我们要介绍一下促进跨国交易进行的新兴投资工具。此前曾
经简单地提到过共同基金（mutual funds），它已经在这种交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类型的
国际共同基金在债券中也已十分普遍，但在此我们只指股票基金。
）这些基金从散户和大型机
构投资者那里接收存款，而后把募集来的存款集中在一起投向多个不同国家公司的金融证券资
产。从一名美国投资者的立场来看，这种国际性的共同基金主要有 4 种类型（Mayo，1997）。
（1）全球基金（global funds）主要购买包含美国和其他国家公司股票在内的打包证券产品。
（2）国际基金（international funds）并不持有美国债券，它只购买其他国家公司的股票。
（3）新兴市场基金（emerging market funds）通常持有发展中国家公司的股票投资组合，如
阿根廷、捷克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4）区域性基金（regional funds）只集中购买特定地理区域或国家公司的股票，如亚洲、
拉丁美洲或者中国、德国和日本。
这样的基金如今已经有数百家，若要参与，既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股票交易所购买基金份
额，更为普遍的是可以直接从共同基金公司处购得。不同基金会选择投资不同的国家，除此以
外，它们还有其他不同的特征：无费用基金对购买和销售都无明确收费要求；低费用基金和收
费基金在购买时都会收取费用；赎回收费基金在赎回时收取费用；封闭式基金由于是在常规的
股票交易所进行交易，故在买入和卖出时都要收取经纪费用。对于共同基金来讲，投资者拥有
相当大的投资选择余地。
还要提及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证券市场规模和参与的投资者（包括国外投
资者）在近些年变化较大。这种增长是与这些经济体普遍变得更自由有关，特别是在如下几个
方面：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放松了政府对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国内管制，对国有企业进行
了民营化改造等。然而，这些更自由的经济体也出现市场稳定性变差以及政府关于雇工和收入
支持条款取消后引出的混乱等现象。此外，这种风险性提高的环境下，人们预期会出现收入不
平等的加剧。
最后要说的是，对于证券市场，我们再次强调：对国际债券和国际银行业贷款市场一体
一

数据来自 The Economist, May 19, 2012,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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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也为资本流动的最优化利用提供了便利。当金融投资者发现了境外盈利机会
时，他们的反应就是把资本转向能够获得更高收益率的地方；当资本流出用来购买一家高产出
且盈利性好的外国公司股票时，该公司的账面价值也会上升，利于改善资产负债表和公司进行
资本扩张。 鼓励盈利性好、产出高的公司，而淘汰管理不善、低效率的公司，自然可以改善
一

世界资源的配置。从国际货币经济学更广的视角看，股市交易可以改善资本配置，但是可能要
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价格，特别是当股票交易由于毫无根据的谣言和“潮流”效应而导致的
投机行为出现时，世界金融市场（尤其在外汇市场）就会出现越来越强烈的波动性。2008 年全
世界就出现股票价格同时跳水的现象。
迄今为止，本章我们已经集中讨论了国际银行业的借款和贷款，国际债券市场和国际背景
下的股市行为。总体来看，这些不同的资产市场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范围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
展。如今国际投资者拥有了之前所不曾拥有的投资机会空间，而在这些不断融合的市场中，所
进行的经济行为也使得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当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效应溢出到
其他国家时，对于经济行为人来讲，新的环境提出了挑战，但是也带来了机遇。

概念复习 21-2
1．国外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的参与行为与欧洲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的参与行为有何不同？
2．为什么债券价格与债券收益变动成反比？
3．为什么金融投资者希望追求国际投资组合分散化？

21.5

国际金融联动机制与欧洲货币衍生品

对国际银行业、国际债券以及国际股票购买背景大体介绍之后，我们将目光转向对国际资
产和外汇市场中具体金融工具和金融策略的详细讨论。日益明显，国际金融领域已经变得日渐
复杂，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迷人。

21.5.1

基本国际金融联动机制回顾

在第 20 章我们讨论了外汇市场与金融市场的正式联系，我们发现，做出在国内还是国外
投资的决策，取决于所考察的投资在国外资产及国内投资替代品的预期收益率。若国内资产的
预期收益较高，则个人将希望在国内进行投资；如果没有金融投资资金的流动壁垒，资金就会
从低收益地区流向高收益地区，一直到两地区收益率相同为止，其差异仅在于两市间资金流动
的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要注意关键的一点，即由金融资产收益率和投资期间汇率的变化所形成的国外
投资收益率。因此，国内投资者必须考虑如下因素：①国内金融资产预期收益率；②国外资产
预期收益率；③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当投资者考虑了任何与汇率预期变化相关的盈利和损
一

由于购买的多数股票都是先前发行而非新发行的，因此，流入购买股票的基金通常并不流向公司本身。尽管
如此，当股票价格上升时，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净资产值或资本价值会有所增加，在相同情况下，公司在得
到贷款、发行新股为自身扩张而融资时也会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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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后，若他希望预期会从每种可能的机会中得到相同的收益，则该投资者将认为国外资产与
国内资产无差异。这种“平价”条件在之前的章节曾以非常正式的形式表达过，如下
（1 + i 国内）/（1 + i 国外）= E（e）/ e
式中

i 国内——国内利率；
i 国外——国外利率；
e ——单位外国货币可兑换成本国货币的即期汇率；
E（e）——投资期末预期的未来汇率。
考虑到外国货币预期升值比例的条件下，这是一种普遍采用的表达形式，若用 xa 表示国

外货币预期升值的百分比，则 E（e）/ e =（1 + xa），而上式就可以简化为
（i 国内 - i 国外）/（1 + i 国外）= xa
通常也近似地写成
（i 国内 - i 国外）≌ xa
这一条件表明，两国间存在的利率差异大致可以被汇率预期变化所抵消（忽略交易成本），
这就形成了均衡。由于无法做到完全预测，同时也可能出现没有预期到的利率变动，所以真实
的国外投资收益率可能并不等于预期收益率。若该行为人为风险厌恶型，则这样的未预期到的
变化必然要求风险溢价品；若该溢价百分比用 RP 来表示，则均衡条件可以修改为
（i 国内 - i 国外）≌ xa - RP
从这个基本表达式可以看出，在一定时期的投资决策包含了两种风险来源：第一，此前提
到的与汇率变动有关的风险，它会影响总体的投资收益率；第二，金融交易在一定期限内不能
实施或完成而引起的利率风险。
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讨论的，通过远期市场可以转移（对冲）外汇风险。在这种情况
下，金融市场的基本均衡条件可以用以下形式表示
（i 国内 - i 国外）≌ p
式中，p 为远期汇率的实际溢价，即 p =（e 远期 /e）- 1，因此在均衡时，两种利率间的差必须近
似地等于远期市场中外币的升水率。这些远期合约可以在正式的远期市场、期货市场或期权市
场中购买。因此，正如我们在讨论外汇市场时所指出的，在没有资本管制或其他市场壁垒的条
件下，所有的信贷市场（国外的和国内的）都是通过套利和货币预期来相互联动的。
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金融行为，包括借款、贷款以及通过套期保值转移风险等，确保两国间
利率的差不仅等于远期升水（通过远期合约），而且还等于那些承担外汇风险参与者预期的外
汇变化。正如在第 20 章最后给出的，若市场是有效的，则下式成立
（i 国内 - i 国外）≌ p = xa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存在一种即使把外汇和其他资产组合在一起也不能规避的外汇
风险（例如，一种不能通过多样化分散的外汇风险）。因此，如前所述，额外的风险溢价是非
抛补时的补偿；也就是
（i 国内 - i 国外）≌ p = xa - RP
这样的风险溢价是否存在，目前在金融研究领域存在很大的分歧。

21.5.2

国际金融联动机制和欧洲美元市场

欧洲美元市场是如何进入这些金融领域的呢？从本质上讲，欧洲美元市场的存在为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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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都创造了第二种利率的可能。如今的金融投资要考虑以下 6 种金融变量，下面我们用美国
（国内）和英国（国外）作为例子来说明。
利率：美国利率
英国利率
欧洲美元利率（国外持有的美元）
欧洲英镑利率（国外持有的英镑）
汇率：即期汇率（美元 / 英镑）
远期汇率（美元 / 英镑）
贷款人和借款人如今可以在两个不同市场进行操作：一个是在国内，一个是在国外，而且
这些市场间利率的联系看起来非常直接，若其他条件不变，欧洲货币银行所支付的存款利率一
定不少于美国所要支付利率。如果它们支付的收益相对少，储户怎么会把钱存在国外而不是国
内呢？同样，欧洲货币银行的欧洲美元贷款利率也不会比美国对美元的贷款利率高。此外，为
什么一家欧洲货币银行会乐意以比美国低的利率来放贷呢？因此，一个先验的结论是美国借款
和贷款利率似乎应该和欧洲美元市场的利率相似。
但是，由于不同的制度设置，可以认为美国利率水平可能对欧洲美元利率水平形成了限
制，也就是说，国内贷款利率高于欧洲货币贷款利率而国内存款利率则低于欧洲货币存款利
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似乎是我们在本章前面讨论的情形。通过观察最近的存款数据，可
以发现上述看法成立。欧洲货币贷款利率相对较低，存款利率相对较高。这可以用国内外风
险不同和制度成本不同来解释。我们先看风险，若贷款者或借款者预见到国外存款或贷款相
对的风险差异，那么他们将会要求降低贷款利率或提高存款利率来获得风险升水。当美国的
借款者或贷款者与国外银行签订协议时，他们就涉及域外管辖权问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
来讲，国外存款或贷款的风险要比在美国国内进行相似交易的风险高。所以，在可能涉及国
外政府行为或限制海外经营方面的风险就会大于在国内的类似行为。因此，两个美元市场就
被割裂开来了。而法律限制或潜在的政策行为可能影响资金流动。例如，一家伦敦银行和美
国银行之间的资金流动时，美国国内利率和英国的欧洲美元汇率之间就存在一个楔口。通过
限制资本流出和外汇管制措施，改变非居民海外持有美元的兑换，政府的政策措施也可以起
到直接的作用。此外，也存在一种较小的可能性，欧洲货币银行的资产或负债可能会被经营
所在地的政府没收。而且，不同的流动性、与金融交易商的数量与规模以及金融市场信息透
明相关的制度结构都影响着风险环境。
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当银行利用可与欧洲货币存款相比较的国内存款时，它也要付出额外
成本。对欧洲货币存款，银行不再必须满足存款准备金要求对存款保险进行评估，而本国存款
则要满足这些要求。很显然，若银行可以贷出全部的存款而不是要保有一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
的话，银行可以获得更多的盈利。因此，在存在国内存款准备金要求的前提下，一家美国银行
将对本国存款支付比在海外欧洲美元存款中所得更低的利率。一般来说。欧洲货币的存款利率
应该高于国内相同货币的存款利率，而高出的量就等于中央银行规制的相关成本。
一

一

考虑了准备金要求和对国内存款收取的适用存款保险金之后，欧洲货币存款的较高利率的估计为欧洲货币存
款利率 = 国内存款的有效成本 =（i 国内存款 + 存款保险费用）/（1 - 存款准备金要求）。因此，如果准备金要求
为 5%，i 国内存款为 8%，存款保险费为 0.083%（1/12），则有，欧洲货币存款利率 =（0.08 + 0.000 83）/（1 - 0.05）
= 0.085 08，或约 8.51%，这里忽略了两类存款在税收和银行管制实践方面的一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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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 2011 年美国国内和欧洲美元的存款及贷款

图 21-1a 为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 1989 ～ 2011 年美国每年的银行存款利率和一年期美元
存款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图 21-1b 表示的是两者各自的平均贷款利率。由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没有公布相关信息，对一年期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我们做出了一个简单的估计（这个估计
的假定前提是根据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存款利率和美国存款利率的差额也同样适用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
贷款利率和美国贷款利率之间的百分比差额）。正如从图 21-1a 中看出的，尽管欧洲美元存款的利率相
对较高，但有意思的是两种存款利率在该时间段内变化非常相似。一个例外发生在 2007 年，世界性金
融市场中发生一些严重的扰动。假定欧洲美元贷款利率按照图 21-1b 中所描述的方式运行，我们同样
可以在其下找出美国贷款利率的变化轨迹，如图 21-1b 中所示。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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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贷款利率
b)

图 21-1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存贷款利率和美国存贷款利率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存款利率在历史上一直高于美国存款利率，而伦敦银行同业拆借贷款利率也一直低于美国贷款
利率，这种情况对于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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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1999（Washington, DC: IMF,
1999）, pp. 106, 110, 112;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March 2000, pp. 44, 48, 50;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3（Washington, DC: IMF, 2003）, pp. 66, 69, 73;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6（Washington, DC: IMF, 2006）, pp. 65, 72;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March 2012, pp. 39, 42, 46.

通过金融市场更宽泛的视角，我们再考察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调整的性质——当其中的一
国（比如说是美国）信贷条件改变，这个过程与在第 20 章中所描述的情况相似，当然这里所
涉及的是 6 个市场而不是 4 个。这 6 个市场是：①美国货币市场；②英国货币市场；③欧洲美
元市场；④欧洲英镑市场；⑤即期市场；⑥远期市场。假定市场从均衡开始且利率都使利率平
价条件成立：
贷款

i 纽约 = 7%

贷款

i 伦敦 = 8%

贷款

i 伦敦欧洲美元 = 6.5%

贷款

i 纽约欧洲英镑 = 7.5%

存款

i 纽约 = 5%

存款

i 伦敦 = 6%

存款

i 伦敦欧洲美元 = 5.5%

存款

i 纽约欧洲英镑 = 6.5%

即期

e 美元 / 英镑 = 1.691 2 美元 / 英镑

3 个月远期

e 美元 / 英镑 = 1.686 9 美元 / 英镑

很容易可以看出，为了得到 3 个月远期利益，在把每年的利率除以 4 后，就可以得到抛补
利率的套利平价条件，它包含了全部的利率组合。比如说
i 纽约 - i 伦敦 ≌ p
（0.07 - 0.08）/4 ≌（1.686 9 美元 - 1.691 2 美元）/ 1.691 2 美元
-0.002 5 ≌ -0.002 5
假定美联储将美国国内的利率提高了 50 个基点，对于投资者而言，纽约将会立刻变得更
具有投资吸引力。根据美国新的利率水平，市场也开始做出调整并实现新的均衡。在所有的可
能性中，当纽约市场的利率调整后，第一个发生变化的将是国外的欧洲美元利率。为了维持伦
敦银行的美元存款利率不变，欧洲美元存款利率将会上升到 6%，同时欧洲美元贷款利率也将
升至 7%。这样就维持了像之前存在的与美国利率一样的差额。同时，英国投资者想获得美国
较高的利率，他们也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英镑的供给），这会导致美元的即期利率上升，同
时那些希望可以规避不可预见汇率变动风险的投资者也将买入英镑远期（增加了美元远期的供
给）
，这会引起远期市场中美元贬值，如第 20 章中讨论的调整过程所描述的那样。如果英国利
率仍维持不变，则外汇市场中将会发生所有为了达到市场均衡而进行的调整。但是，英国利率
和欧洲英镑利率也将承受上升的压力。这些利率上升后，推动市场进入一个新的均衡位置，降
低了汇率变化的幅度。在新的美国利率和英国利率 / 欧洲英镑利率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例如，
3 个月远期利率上升（美元贬值）至 1.688 美元 / 英镑，同时即期汇率下降（美元升值）至 1.690
美元 / 英镑，那么市场将进入新的均衡位置。当然，当英国利率（和欧洲英镑利率）开始上升
时，我们应该预期到远期汇率将要下降，即期汇率将要上升。
这些金融变量调节如图 21-2 中的 6 个图形所示。美国紧缩银根导致货币市场利率上升
（见图 21-2a），这会立刻导致欧洲美元需求的上升，推动欧洲美元利率上升，一直到它们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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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国内利率仅存风险成本差别时才会停止（见图 21-2b）。由于有较高的收益率，美国国内
利率较高，因此英国的金融投资需求对美元的需求会上升（见图 21-2c）。同时，这些投资者也
将卖出美元远期，在投资期末再转化为英镑（见图 21-2f），其他可能逐渐被卷入金融调节过程
的市场是英国货币市场（见图 21-2e）和欧洲英镑市场（见图 21-2d）。随着资本从英国流向美
国，英国国内及欧洲英镑市场中，利率也开始上升，如果英格兰银行选择通过干预来保持英国
利率。当英国利率上升，这会在 6 个市场引起调整，直到达到再次均衡。
纽约货币市场

i
7.5
7.0

S′
美元
S 美元

伦敦货币市场（欧洲美元） e 美元 / 英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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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 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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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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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英镑

0

英镑

e）

英镑

0

f）

英镑

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欧洲货币市场中的国际金融调整

图 21-2 中所示为欧洲货币市场中国际金融调整的过程，美国货币市场收缩（图 21-2a 中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引起
美国国内利率上升，这导致了对欧洲美元需求的上升（图 21-2b 中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直到它们再次与美国利率之差
仅仅为风险成本之时。较高的美元利率引起了英国即期英镑供给增加（图 21-2c 中 S 英镑右移至 S′英镑），这也会在远期市
场中引起套期保值交易的增加（在图 21-2f 中 D 英镑右移至 D′
英镑）；英国货币市场和欧洲英镑市场可能会发生更进一步
的调整，引起这些市场中利率升高（图 21-2d 和图 21-2e），尽管存在英格兰银行可能会进行干预来抵消伦敦货币市场
利率上行压力的不确定性。（注：在图 21-2a、图 21-2b、图 21-2d 和图 21-2e 中，较高的利率为贷款利率，较低的利率
表示存款利率。如果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相等，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就成了实现共同均衡利率的一个支架。
）

在观察了国外货币市场、国内金融市场和欧洲美元市场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之后，我们接下
来讨论国际金融市场如何降低或者消除利率风险。

21.5.3

欧洲美元利率风险的对冲

最近几年，大量新生的国际金融市场出现，这为分散与外汇和未来利率相关的风险提供了
可供选择的工具。在第 20 章我们已经讨论了外汇远期、外汇期货和期权市场怎样减少或规避
外汇风险的方法，我们现在介绍几种国际金融市场上更为重要的工具——它们同样能对冲利率
风险，这些金融工具都可以归入一个名为衍生品（derivatives）的类别。衍生品简单地说就是金
融合约，它的价值是与标的资产相联系或者说从中得来的。标的资产具体包括股票、债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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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贷款、存单（CDs）以及外汇。对于许多金融机构来说，由于他们要经常预测国内和国外
未来贷款的和借款活动，当预期到借款和贷款会发生时，他们又倾向于减少市场利率变化可能
带来的风险，所以利率风险的管理对于成功的运作是十分重要的。管理者普遍采用的一些对冲
不可预知利率风险的金融工具中的几种包括：①期限错配；②未来利率协议；③欧洲美元利率
互换；④欧洲美元跨货币利率互换；⑤欧洲美元利率期货；⑥欧洲美元利率期权；⑦互换期权；
⑧证券金融衍生品。我们将对每一种工具进行考察，而后对如今国际金融舞台上这些交易工具
的规模和重要性给出简短的讨论。

一

1. 期限错配
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ing）是金融机构最简单易行的转移现在与将来之间利率变化
风险的方式，它的操作是通过购买两份或更多的到期时间重叠的金融合约来进行的。例如，假
定一名基金经理得知他的公司 3 个月内会收到 10 万美元，且需要持有这部分美元资金以支付
从现在算起 6 个月期限的金融契约。因为担心在收到这部分资金之前利率可能会下降，基金经
理会找到在持有 10 万美元现金 3 个月期间把利率锁定为当前存款利率的方式，他通过借入 3
月期 10 万美元并投向 6 月期的固定利率工具来完成操作，这种工具的时间正好定在预期未来
需支付时，当 3 个月未收到 10 万美元时，就可以用来归还最初的 3 个月贷款，而所投资的资
金在需要偿付的 6 个月内都可以获得已知的固定利息，而锁定未来利率的成本就是在最初 3 个
月内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差额，也就是说有 3 个月的重叠期。与此类似，如果我们希望锁定
从现在开始 2 个月后的 6 月期贷款利率，就可以通过借入所需的 8 个月期限的资金，将这些资
金先存 2 个月的短期固定利率存款，2 个月末使用这些资金履行预期的金融合约。又由于两种
金融工具期限的重叠，未来贷款利率就成为已知的利率，而对冲的成本就是 2 个月存款利率和
2 个月期的 8 个月贷款利率的差额。

2. 未来利率协议
未来利率协议（future rate agreement，FRA）是双方为了确定始于未来某一时间点的一段
时期的利率水平而签订的合约。这种工具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通常被称为“远期 – 远
期”（有时也被称为远期利率协议）。其步骤程序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也进行了修改，现金补
偿方法发生了变化，即只基于市场利率与协议利率的差别，而不是合约双方的实际借款和贷款
差额来进行补偿。这个过程机制如下：合约双方同意未来某一时间对一笔数额贷款和期限锁定
特定的借款或贷款利率。例如，琼斯夫人希望对 3 个月后为期 9 个月的 1 万美元贷款利率进行
锁定。在通过经纪人对未来利率协商之后，琼斯夫人会与协议销售商（布朗先生）签订合约，
其中该期间内的贷款利率锁定为 7.5%。这份协议确保了双方的利率但是没有包含任何与贷款
自身有关的承诺。3 个月后，当琼斯夫人需要资金时，她可以以货币市场利率获得 9 个月期限
的贷款，如果那时市场的贷款利率为 7.8%，那么未来利率协议的另一方（布朗）将支付 9 个月

一

对这里介绍的欧洲美元衍生交易工具的进一步说明，参见 Bryan and Farrell(1996)，Burghardt，Belton，Lane，
Luce，and McVey(1991)，and Dufey and Giddy(1994) 所做的精彩论述。Burghardt 等人的著作中对这些工具的
法律特征也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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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 1 万美元贷款的协议利率与市场之间的利率差， 即 0.3 个百分点或者说 30 个基点（basis
一

points） 。若市场利率跌落至 7.25%，则琼斯夫人需要补偿布朗先生这一部分差额。具体来说，
二

就是 9 个月贷款的 0.25%。因此琼斯通过套期保值避免了现在与实际放贷期间贷款利率上升所
带来的损失。但是，她也无法获得贷款利率下降所带来的好处。当然，若市场利率与协议利率
相同，合约双方就都不必支付补偿款项。实质上，琼斯与布朗是针对一定时期内的固定利率以
浮动的或不确定的利率来进行交易。未来利率协议也经常这样来定义：一份协议双方同意在未
来某一时期内，通过浮动利率交换固定利率的远期合约。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经常在这些协
议中被用作浮动利率。

3. 欧洲美元利率互换
欧洲美元利率互换（eurodollar interest rate swap）与未来利率协议相似，但是它还包括几种
未来的期限。在这种合约中，参与人同意用两种未来不同期限的利率进行交换。每一个合约的
期限为 3 个月或 6 个月，其中的一个利率一般是合适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合约也包括用
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互换，这一点像只有一个期限的未来利率协议一样。但是，利率互换也可
以包含两种浮动利率的交换，第一种是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第二种是另外一种利率或涉及
多种利率的组合，如欧洲商业票据利率指数。在这里，双方所签订的浮动利率合约被称为“基
本互换”或“浮动 – 浮动互换”。利率互换作用机制如下：假设斯密夫人有 3 年期的欧洲美元
基准贷款，利率为 8%，她希望这份贷款变为可变利率的负债（也许因为她预期未来利率将下
降），而布朗先生有一份欧洲美元贷款，为此他要支付的利息为 6 月期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加上 30 个基点（0.3 个百分点）。他希望该贷款成为一份固定利率负债。双方签订互换协议，
斯密夫人同意每 6 个月付给布朗 6 月期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加上 0.3 个百分点，而布朗也
同意支付斯密夫人 8 个百分点的利率作为回报（也许要加上额外的数额，如每年 50 个基点）。
这样，斯密夫人将她的固定利率协议转化为了可变利率而布朗将他的可变利率转化为了固定利
率。若利率降低，斯密夫人将由于获得了较便宜的贷款而获益。布朗也觉得轻松许多，因为他
支付的固定利率要低于那种正规的、新的固定利率贷款和再融资付出，他实际上减少了利率付
出和利率暴露。若利率在互换合约期间下跌且有再次上升的可能，斯密夫人还可以电话联系另
一个互换交易人并达成第二笔互换协议，这样又再次确定了固定利率协议，但这时期限已经是
另外一个，且在较低的水平之上。

4. 欧洲美元跨货币利率互换
欧洲美元跨货币利率互换（eurodollar cross-currency interest rate swap）是一种允许浮动利
率投资或以一种货币计价的债务持有者将合约改为第二种货币计价的固定利率工具的金融衍生
品。当然，它也允许持有一种货币的固定利率债务的持有人将其转化为第二种货币的浮动利率
一

布朗（卖方）贷款期实际支付量为
现金 =（0.078 - 0.075）（270 / 360）（10 000 美元）/［1+ 0.078×（270 / 360）］
= 22.50 美元 / 1.058 5 = 21.26 美元
调整后的利率差额（0.003）反映的是 9 月期（270/360）的而非 1 年的情况。由于布朗在贷款期初而不
是利率结算期末要满足合约要求，所以总量需要进行 9 个月的贴现。因此，减少的贷款利息额等于根据合约
支付超过 9 个月的部分所能获得的利息。

二

基点的定义是一个百分点的 1/100，也就是说 1 个百分点是 100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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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因此，这种工具也就把国际资本市场的几个部分连接了起来。除了作为一种利率互换和
货币套期保值的结合点，它还拥有普通利率互换的所有特征。

概念复习 21-3
1．期限错配如何能够转移未来利率变化所产生的风险？
2．为什么借款者希望使用未来利率协议？这样做失去的机遇是什么？
3．通过使用利率互换规避了什么风险？通过使用跨货币利率互换规避了什么样的额外风险？

5. 欧洲美元利率期货
就像在外汇市场中一样，在利率远期之外，还有欧洲美元利率期货（eurodollar interest
rate futures）。与货币期货类似，利率期货是一种合约，规定了在未来某个时点，按照某一利
率或价格水平交割一定数额的银行存款。它们可以以欧洲美元定期存款或一家大银行的欧洲
美元存单的形式出现。当协议签订时，所达成的利率也就确定下来，合约的盈利（损失）将
取决于合约到期日的利率是否低于（高于）协议利率，差额乘以协议中的存款量就是盈利（损
失）额。
这些协议与远期市场交易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它们的交易是在有组织
的交易场所进行的，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3 月期的利率期货交易以 100 万美元为单位出售，
交易期为每年的 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远期交易的盈利或亏损是在到期日结算，与此不同，
期货市场的盈利或亏损则是基于每日基差结算。参与者需要维持“保证金”账户，根据现时每
日利率低于或高于协议利率，以每日盈利或损失都要从该账户上加上或减去。因此，与前一日
的最后结算利率相比现时利率每减少（增加）一个基点，持有人持有的每份远期利率合约的保
证金账户中就会增加（减少）25 美元 。而每日现金流的结算也是基于每日最终确定的伦敦银行
一

同业拆借利率最后一分钟的交割价格来确定的（Dufey and Giddy，1994）。利率期货以及解释
见“概念专栏 21-1”。

概念专栏 21-1

欧洲美元利率和期货市场报价

表 21-4 的报价来自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3 月期合约的票面价值为 100 万美元，合约中
每一个基点的变化价值为 25 美元［（1 000 000）（0.000 1）/4）］。欧洲美元期货的收益率是以 360 天的
基础来计算的，价格为（100 - 收益率），或者说收益等于（100 - 报价）。因此，若“行权”价格为
99.450（表中第三行），则收益率为 0.550 个百分点（100 - 99.450）。列出的价格是不同月到期合约中
不同的交割（协议）价格。在实际到期日，即在每个到期月的第三个星期三，期货收益率会与现金市场
收益率即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趋同。“开盘”价格就是当日第一笔合约的价格，“最高价”
和“最低价”显示了当日价格的波动范围，而“交割”价格或者说收盘价格是用来对每日的保证金账
户进行调整的参考价格。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中，交割价格等于（100- 即期 LIBOR），这是对伦敦银
行业两次调查中所得出的（一次是在收市时，另一次是收市 90 分钟前）。“涨跌”是指与上一个交易日

一

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其中每一份合约都是 3 月期的 100 万美元合约，因此 每一个基点的变化都会
导致相当于（1 000 000）（0.000 1）/ 4 = 25 美元，价格最小波动为一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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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相比的变化。在一份 9 月合约中（表中第三行），与上一个交易日的价格相比变化了 0.015，因此要
求支付保证金为 37.50 美元（25×1.5 基点）。“敞口利率合约”指的是尚未平仓的协议数量。在表 21-4
中，某星期四可以卖出 10 年期限的期货合约（到 2022 年 3 月），但是随着到期日的临近，距离到期日
时间越来越少，合约的数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少。随着合约期限的进一步延长，卖出者所要求的收益率
也越高。
表 21-4
开盘

2012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的报价

最高

最低

交割

涨跌

敞口利率合约

成交量

欧洲美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100 万美元，100% 基点
7月

99.490

99.495

99.490

99.495

0.010

30 199

71

8月

99.465

99.470

99.460

99.465

0.005

5 961

68

9月

99.430

99.450

99.430

99.450

0.015

919 854

122 370

2013 年 3 月

99.345

99.370

99.345

99.370

0.020

662 844

96 749

2014 年 3 月

99.240

99.265

99.235

99.260

0.015

598 955

56 400

2016 年 3 月

98.315

98.365

98.310

98.345

0.015

100 917

12 455

资料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ket Data Center, obtained from http://online.wsj.com.

因此，期货市场对于那些希望锁定未来欧洲货币市场利率的贷款者 / 存款者来说是十分有
用的。如果你知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你将拥有资金用于投资，期货市场可以为你提供规避利率
下降风险的机会，即现在买入预期在未来时间交割的利率期货协议来固定利率。在未来某一时
期，期货合约到期，合约保证金账户调整后的资金与预期的投资资金都可以用现时的市场利率
投资。如果利率在投资发生且期货合约到期时下跌，期货合约的持有人将会提前结束协议并清
算保证金，而后用新的资金投资那时的现时利率。在投资期结束时，尽管实际上利率下降，他
仍将得到近似于初始期货协议利率的盈利。期货合约的盈利将等于新得到资金一起进行投资得
到的收益率，将与期货合约的初始收益率相似。尽管盈利总量对应的是较低的市场利率，这种
经济行为被称为“多头套期保值”。
同理，未来借款者可以在他们要进行借款时（例如，一份基于特定贷款利率水平的资金
协议），通过卖出一份期货合约来避免借款利率上升所带来的损失，这种行为称为“空头套期
保值”（short hedge）。若利率在需要贷款时上升，卖出者就可以获得由每日的保证金账户调整
所带来的收益，它可以用来减少必需的贷款量，结果借款者按照协议利率获得了一定时期大
约需要的资金，由于借款需求量的减少抵消了市场利率水平的提高。简单地说就是从期货合
约的所得抵消了现金借款成本的上升。这样做借款人实际支付的利率要低于采用远期市场进
行同样套期保值的情形。 应该指出的是，欧洲美元合约不可能提供完全的对冲操作，因为对
一

冲工具和被对冲的金融工具之间不可能完全匹配。缺乏完全对冲通常被称为“基准风险”
（basis
risk）。
当想要规避长于 3 个月的利率风险时，通过进行一系列的期货合约操作，也可以做到这
一点。例如，若有人希望锁定他自 9 月开始的一年期收益率，他仅仅需要买入一份 12 月期的
一

直观地看，其中的原因是期货合约在合约到期前的时间内都在不断地进行利率调整，而远期合约则只在期末
合约清算时才对利率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是金钱”，以及期货合约较低的套期保值成本得到了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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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合约，一份 3 月到期的期货合约，一份 7 月到期的合约和一份 9 月到期的合约。当 12 月
期货合约到期后，它会滚动为 3 月合约，之后又会依次被 7 月和 9 月合约取代。因此，通过这
样的操作，他就可以规避整体利率水平的变动风险，这种采用多个短期 3 月期期货合约组合来
对冲较长时期内利率变动的做法被称为欧洲美元带状叠期（eurodollar strip）。因此，欧洲美元
期货可以用来对冲长达 7 年的利率变动风险（Dufey and Giddy，1994）。另一种对冲比现行期
货市场提供的合约期限更长的直接有效的方法是购入短期期货合约，然后在每个合约到期交割
后用新的更接近于理想时期的短期合约来代替。例如，你可以买入刚才讨论过的带状叠期，头
3 个月持有并滚动至一份新的 12 月到期的带状叠期，这样连续操作，一直到理想的期限实现，
即距今 3 年以后，这样用短期合约进行对冲随后用其他合约来取代短期期货合约的方法被称为
叠状叠期。
最后要说的是，将利率套期保值与货币套期保值相结合用来为特定货币提供利率保护已经
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一家法国的欧洲货币银行需为一个法国消费者未来 3 个月瑞士
法郎贷款利率提供保证，为了可以这样做，该家银行会通过欧洲美元期货合约来锁定未来的欧
洲美元利率，然后在放贷时买入一份瑞士法郎远期合约，3 个月后当归还贷款时卖出一份瑞士
法郎远期合约就可以实现上述目的。

6. 欧洲美元利率期权
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全部套期保值协议的核心是规定了双方在未来要交易某物。欧洲美
元利率期权（eurodollar interest rate option）
，从另一方面来讲，给予了一方权利，但是没有义
务。在一系列指定的条件下买入或卖出包括相关利率在内的金融资产。和货币期权一样，这种
交易方式同样存在两种交易，即认沽期权和认购期权。欧洲美元认购期权（eurodollar interest
rate option）的买方获得了在确定的日期购买确定利率下欧洲美元定期存款的权利，买家购买的
预付费用称为“期权费”。如果市场利率高于 8%，则认购期权持有者会选择不执行期权，而
将其资金投入支付更高利率的账户中，只是损失了预付的费用。如果小于 8%，那么买者就会
执行期权，获得支付利率更高的金融工具。这种认构期权的买者可以确保避免利率下跌的风险
（但没有放弃后来在更高利率时选择存款的权利），不包括在后来放弃执行期权而以较高利率存
款的情况，而预付期权费就是为保障所支付的成本。利率下跌的可能性越大，期权被执行的可
能性就越大，同时预付期权费也就越高。
购买一份欧洲美元认沽期权（eurodollar put option）的投资者获得了在未来某一时点以确
定的利率向期权合约的签发人出售欧洲美元定期存款（获得欧洲美元）的权利。同样，若在到
期日市场即期利率高于协议利率，则期权将会被执行，避免了欧洲美元借款人由于借款成本上
升所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若贷款利率在到期日低于协议利率，那么认沽期权的买方将选择
不执行期权合约，他能够以更低的市场利率获得资金。因此认沽期权费可以确保证避免出现借
款者最终不得不支付更高利率的借款。对利率期权报价及解释，详见“概念专栏 21-2”。

概念专栏 21-2

欧洲美元利率期权报价

表 21-5 给出了 2012 年 5 月 4 日，星期五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中每 100 万欧洲美元存款期权的报
价。同期货一样，“行权价格”就是其执行价格，它是以（100 – 收益率）的值来报价的。行权价格（以
基点计）是以 0.25% 为间隔来进行报价。因此，若你有意向在 9 月斥资 100 万美元投资欧洲美元（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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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欧洲美元存款），且乐意为得到 4.5% 的年化收益率支付保证金（第四行），那么你就可以购买一份 9
月认购期权，行权价格为 9 550 美元，为此你必须支付 388.5 个基点的费用。和期货一样，每一个基点
的价格为 25 美元，所以期权合约的成本为 388.5×25 美元，或者说 100 美元的合约价格为 9 712.50 美
元。你就是一份认购合约的“多头”，而期权的签发人就是一份期权合约的“空头”。合约到期时，若
市场利率高于 4.5%，你只要选择不执行期权即可，这样你的损失就是购买合约支付的成本；同理，如
果你希望确保借款 100 万欧洲美元在 9 月的利率为 4.5%，你应该购买一份 9 月期的认沽期权，花费
0.25 个基点，即每份合约 6.25 美元。同样，若市场利率到期时低于 4.5%，你将会选择不执行期权。因
为，你按更低的市场利率获得贷款，而损失仅为每份期权合约的成本 6.25 美元。每日所交易的看涨及
看跌的估计量以及期权合约数会在交易日（公开利率）结束时公布，见表 21-5 的底部给出的数据。
表 21-5
行权价格

欧洲美元利率期货期权，星期一，2012 年 5 月 14 日

认购—交割
6月

7月

认沽—交割
9月

6月

7月

9月

欧洲美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100 万美元，100% 基点
9 475

474.50

463.50

463.50

0.25

—

0.25

9 500

449.50

438.50

438.50

0.25

—

0.25

9 525

424.50

413.50

413.50

0.25

—

0.25

9 550

399.50

385.50

388.50

0.25

—

0.25

9 575

374.50

363.50

363.50

0.25

—

0.25

9 600

349.50

338.50

338.50

0.25

—

0.25

2012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时的敞口利率合约：3 449 773 份看涨，6 065 012 份看跌
资料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ket Data Center, obtained from http://online.wsj.com.

在认购期权和认沽期权中，欧洲美元利率期权中包含了一个不对称的风险分布，即购买
者通常可以在合约对自己不利时放弃执行期权。因此期权合约的签发方就承担了由利率变动所
带来的一切风险，所以就要收取一定的期权费用来补偿风险。在此前所讨论的远期、期货和互
换协议中，根据利率变动的性质（不对称风险分布），合约的签发方和买方都有潜在的损失风
险。风险差异的结果说明，当对一种既定工具的利率变动预期为非对称时，欧洲美元利率期权
是最合适的金融工具。例如，一个投资于浮动利率证券的投资者只想确保避免市场利率下跌可
能造成的损失。同样，若金融业发展前景显示利率可能上升，那么借款者希望避免利率上升带
来的损失就可以通过购买欧洲美元认购期权来套期保值。同理，通过购买欧洲美元认沽期权合
约，可以在市场利率高于利率上限时保护自己。用类似的方式，持有浮动利率票据的贷款人为
了确保利率下跌时所获利率水平不低于期权利率下限，通过购买欧洲美元认购利率期权来保护
自身。
利率上界期权、利率下界期权和利率上下界期权。上面所讨论的标准化期权利率衍生品
与期货是十分相似的，它们都在相同的金融中心进行交易，采用标准化的以 100 万美元为基本
交易单位，到期日也为 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和期货合约一样，通过合并几个单独的期权
合约可以构建较长期限的期权协议。不同利率期的跨期套保本质上是认购或认沽期权的叠期合
约。它为浮动利率定出了期权的利率上界和下界。具体说来，这个利率上界是合约中卖方同意
补偿买方的部分，也就是在中长期金融交易中，只要利率超过了合约的“上界”，就进行补偿。
和期货一样，利率上界的期权买方在贷款期内为了防止出现不得不支付高于协议利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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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向卖方支付期权费（通常是预付的）。另一方面，如果利率下跌且低于合约利率，这时什
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也是不对称风险合约的一种情形。我们就用一个假想的 Small 公司为例
来说明，Small 公司已经安排，以 6 个月期的 LIBOR 利率 7% 借入 1 000 万美元，期限为 2.5
年，为了保证在接下来的 4 个 6 个月期内公司都不必支付高于 7% 的利率，财务经理会购买一
份利率上界的期权，规定了利率的上界并承诺支付期权费，如需要预付 1 000 万美元的 0.3%
（30 个基点）。若 LIBOR 在随后任一个贷款期高于 7%，利率上界期权的卖方将会支付 Small 公
司按 LIBOR 即期 6 个月期贷款利率与利率上界 7% 之间的差额。若利率下跌至 6.8%，则在协
议双方之间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该合约仅仅弥补了利率高于 7% 的损失。其中的共识是，无
论 LIBOR 发生怎样的变化，最初的浮动利率贷款协议为协议双方同意的贷款利率规定了利率
不超过某一既定水平的条款，一份有内在利率上界的浮动利率合约被称为上界浮动合约（capﬂoater）。
同样，像欧洲美元认购期权的带状叠期一样，一份利率下界期权合约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对合约利率不能低于某一利率水平做了约定。例如，琼斯夫人刚好签订了一份合约，贷款 500
万美元给汤普森（Thompson）公司，为期 4 年，利率为 6 月期的 LIBOR，当时为 7.5%。为了
防止未来 LIBOR 下降导致她的收益少于 7.5%，琼斯购买了一份带利率下界的期权，期权费为
初始贷款金的 0.4%（40 个基点），最低利率为 7.5%。若 LIBOR 在 7 个未来的贷款期内下跌至
7.5% 以下，那么有利率下界期权的卖方就要支付 LIBOR 市场利率和协议的 7.5% 利率之间的
差额，因此琼斯就保护了她的收益不少于 7.5%。在这两种情形中，通过使用利率上界和下界
期权协议，浮动利率工具就变为了固定利率工具。最后，同时购买利率上界期权和利率下界期
权就创造了利率上下界期权，在这个例子中，借款者利率既不能高于一个既定利率，也不能低
于一个既定利率水平。带上界利率期权，下界利率期权和上下界利率期权与一些短期看涨和认
沽期权的合并相似，因此，可以像其他金融资产一样进行交易。

7. 互换期权
伴随着上界利率期权的成功，金融市场很快就开发出了互换期权（options on swaps）衍生
品，这些工具为公司融资交易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我们将看到，这些金融合约为买方提供了
或取消进行期货交易的选择权。第一种情况（有时被称为“掉期”），购买一份认购期权后，买
方在互换交易中有获得固定利率和支付浮动利率的权利。购买认沽期权后，买方在互换交易中
获得支付固定利率和获得浮动利率的权利。在可撤销互换期权协议中，购买一份认购期权（一
份可认购互换），买方获得支付固定利率并且获得浮动利率的可撤销权利。购买一份认沽可撤
消互换期权（一份可认沽互换），买方拥有支付浮动利率和获得固定利率的可撤销权利。

8. 证券金融衍生品
尽管商品期货和期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且货币市场衍生品和生息工具的数量也在过
去 20 年内猛增，国际股权衍生品在近几年来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国
内的股权期权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但是也只是在最近几年，国际期权和互换才被广泛使用。通
过使用股权互换，投资者可以以一定的价格与另一个投资者互换当期拥有的股权收益。伴随着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一个国家的投资者与另一个国家的市场内部投资人或机构签订合约买入并
持有股权，在收取代理人费用后把与股权组合相关的一切收益和损失转让给外国投资者，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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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样的衍生品允许国际投资者参与国外证券市场，却不用缴纳当地市
场的履约费用，也不必关注由于不了解当地内部交易流程所带来的风险。这也就保护了国外
投资者的身份。因此，和其他衍生品市场一样，股权衍生品也提高了全球投资者的风险管理
水平。

概念复习 21-4
1．为什么一个借款者会对利率期货合约感兴趣？这个人怎样买入或者卖出期货合约？简要解释。
2．假定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协议的交割价格为 93.62 美元，该份合约收益是多少？
3．假定 3 月时你持有了一份 5 月到期的欧洲美元定期存款认购期权，协议利率为 6%，若到 5 月
时，即期利率为 5%，你会执行期权吗？为什么？

21.6

当今全球衍生品市场概览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美国（几个世纪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已经广泛在多种金属和农
业商品中进行期货交易。然而，在过去大约 25 年中，外汇、利率、证券衍生品在全球范围内
的使用增长迅速。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发现通过使用金融衍生品可以
增加他们的收益或者降低他们的风险。他们可以分门别类和逐渐改变资产和负债中的外汇风
险、利率风险、价格风险。国际投资者可以通过交易转移不适宜的外汇风险，而代之以更适合
他们自身的个人品位和融资要求的工具。由于不同的人会暴露于不同类别的风险并具有不同的
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这些衍生品的变革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更加具有效率。然而，正像
2007 ～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所表现的那样，这些工具并不能完全消除风险，尽管它们在重新
分配不同市场参与者方面确实有作用。
表 21-6 和图 21-3 显示了 1987 ～ 2011 年世界市场中衍生金融工具快速发展的情形。数据
来自于国际清算银行，美元价格用的是名义价值，或者说是基于全球总价值得出的参考数据，
表 21-6 的 A 部分，“场内交易工具”，显示了利率期货存量从 1987 年的 4 880 亿美元上升至
2011 年的 217 240 亿美元，每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17.1%（请注意，2008 年因为金融海啸，数
字要小于 2005 年）。同样，利率期权的增长也极为迅速，从 1987 年的 1 230 亿美元到 2011 年
的 315 810 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26.0%。A 部分中其他规模较小，但是股指期货和期权
从年增长率来看增长较快（股指期货增长 18.1%，股指期权增长 22.6%）。表 21-6 的 B 部分给
出的是柜台交易市场工具的数据，即该合约的交易方是通过交易商和金融机构来协商，而不是
通过有组织的交易所来完成。从 1987 年 8 660 亿美元的基础开始，这些工具的名义价值上升
至 2011 年的 707 万亿美元——每年的增长率接近 33%。图 21-3 是基于 1987 ～ 2011 年外汇交
易工具和柜台交易市场衍生品每年的数据绘制而成。总体来看，柜台交易市场在 1987 ～ 2007
年快速增长，2008 年稍降，重新开始上涨。通过交易所交易的工具在 2007 年达到顶点，此后
在稍微低于 2007 年水平处上下波动。
全球金融市场最近几年的增长，部分是由于金融机构贷款方面的快速发展，单个银行向
个人客户贷款，多年来这已经成为了银行业普遍的做法。但是近几年来，承销、金融信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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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迪加以及随后这些信贷在金融市场中（通常是银行间）的后续交易，成了传统做法的重要补
充。当资本充足率良好的银行形成一个组织良好的银行集团，同意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向
更广范围规模较小或消息较闭塞的银行销售这些信贷份额，这种贷款过程就是辛迪加。因此，
在欧洲美元市场中，贷款最初可能来自于一个国家，而最终的贷款者或贷款信贷持有者却居
住在别的国家。从管理的角度看，辛迪加的典型做法是安排一个与借款者联系的经理银行或
机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委托—贷款—代理的银行业务关系。正规的辛迪加贷款协
议可以采取直接贷款辛迪加（direct loan syndicate）或者贷款参与辛迪加（loan participation
syndicate）的形式。在第一种情形中，直接贷款辛迪加是参与银行签署了一项共同的贷款协
议，即以其作为贷款工具，本质上，这种形式的辛迪加中参与银行实际上是共同贷款者。在
第二种情形中，即参与者辛迪加，一家主导银行通常先与借款者签订贷款协议，而后通过吸
收其他银行参与使贷款辛迪加化，在这种情形下，参与银行不是正式的合作贷款者。辛迪加
贷款协议保护借款者不受任何一家银行的不履约影响，同时也保护了单独一家银行过多向
一个借款人放贷所带来的风险。而后一特征，对于希望分散风险（比如向主权国家借款者贷
款）的国际信贷者来说更具有特别价值。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全球金融世界快速扩张的过程
中，传统的金融联系机制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与传统单一银行贷款的做法相比，辛迪加允
许经理职能的银行以更快的速度，更大规模地为借款者取得更大数额的资金，同时也可能以
更低的成本提供资金。实际上，辛迪加是国外市场贷款的最普遍的形式——无论是贷款量十
分巨大还是贷款期超过 12 个月（Dufey and Giddy，1994）。因此，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扩张，
不仅是由于新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发展，也是因为机构贷款形式的变化大大提高了国际金融的
效率。
表 21-6

1987 ～ 2011 年全球衍生品工具价值（各年年底值） （单元：10 亿美元）

1987

1990

1994

1998

2002

2005

2008

2011

730

2 291

8 863

13 932

23 810

57 816

57 715

58 332

利率期货

488

1 455

5 778

8 020

9 951

20 709

18 732

21 724

利率期权

123

600

2 624

4 624

11 760

31 588

33 979

31 581

外汇期货

15

17

40

32

47

108

95

221

外汇期权

60

57

56

49

27

66

129

88

股指期货

18

69

128

291

326

803

651

985

股指期权

28

94

238

917

1 700

4 543

4 129

3 733

866

3 450

11 303

80 317

141 679

297 670

547 371

707 569 ①

利率互换

683

2 312

8 816

36 362

79 120

169 106

309 760

411 615 ①

外汇互换

183

578

915

2 253

4 503

8 504

13 322

22 228 ①

利率期权

0

561

1 573

7 997

13 746

28 596

41 134

56 423 ①

A. 场内交易工具

B. 柜台交易工具

① 2011 年 6 月数据。
注：由于取整，可能各部分相加不等于总和。
资料来源：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69th Annual Report（Basle, Switzerland: June 7, 1999）, p. 13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Developments, Prospects, and Key Policy
Issues, ”September 1999, tables 2.6 and 2.7;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Quarterly Review,
March 2001, pp. 81, 83; March 2004, pp. A99, A104; March 2007, pp. A103, A108; March 2010, pp. A121,
A126; March 2012, pp. A131, A136. app21677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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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年份

全球衍生品价值，1987 ～ 2011 年

如正文所介绍的那样，衍生工具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迅速增加。这种增长表现在世界金融市场之间相互影响程度
加深和新的工具不断涌现。
资料来源：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69th Annual Report（Basle, Switzerland: June 7, 1999）, p. 13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Developments, Prospects, and Key Policy
Issues,”September 1999, tables 2.6 and 2.7;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Quarterly Review, March
2001, pp. 81, 83; March 2004, pp. A99, A104; March 2007, pp. A103, A108; March 2010, pp. A121,A126;
March 2012, pp. A131, A136.

小

结
本章对当今存在的、有助于国家间资本流动

风险。现代贷款技术中一个主要特点是把某种金

的市场和工具做出了概述，国际银行信贷和国际

融工具的计价货币与其发行国区分开来。因此，

债券和股票交易已经极具规模且在世界范围内的

欧洲货币工具的特性决定了可以把它们分割或分

金融中心已经广泛使用。在这些市场中，已经出

散开来以某种方式重新打包，以提供收益更高或

现了大量的各种特色工具，包括许多不同种类的

者风险状况更适合单个投资者的品种。为数众多

衍生工具。这些工具对于国际投资者特别是欧洲

的金融工具来应对与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相关

货币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可以分散由于这些工具

的风险。很显然，在改善国际金融市场全球化效

而产生的各种风险，从而可以更好地分解并对冲

率方面，它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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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基点

国外债券市场

债券承销商

未来利率协议（FRA）

衍生品

全球基金

直接贷款辛迪加

国际银行信贷总存量

新兴市场基金

国际银行同业拆借

欧洲美元利率期货

国际银行信贷净存量

欧洲债券市场

国际债券市场

欧洲货币市场

国际基金

欧洲美元认购期权

国际投资组合多元化

欧洲美元跨货币利率互换

贷款参与辛迪加

欧洲美元利率期货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

欧洲美元利率期权

期限错配

欧洲美元利率互换

共同基金

欧洲美元市场

互换期权

欧洲美元认沽期权

区域性基金

欧洲美元带状叠期

传统外国银行贷款

练习题
1． 欧洲美元市场最初的发展是由什么因素主要

的实际利率为负，你是否认为这意味着这个

促 成 的？ 美 联 储 担 心 欧 洲 美 元 市 场 的 发 展

国家没有能够很好地融入世界金融市场？试

吗？

解释。

2． 根 据《华 尔 街 日 报》， 美 国 货 币 市 场 利 率 为

7． 由 于 期 货 合 约 为 短 期 的 3 个 月 且 价 值 固 定，

7.5%，而伦敦为 9%，这时你认为英镑升水还

那么你如何能通过使用期货市场来对冲大额

是贴水？为什么？

欧洲美元的长期风险？

3． 根据上题的信息，你也会注意到美国存款利

8． 由于在期货市场中的过度风险暴露，金融机

率为 6.5%，而贷款利率为 8.5%，这时你认为

构 发 现 了 它 们 在 短 期 内 的 资 金 流 动 性 问 题，

存款和贷款利率会怎样变化？为什么？如果

试 解 释 如 果 你 用 一 种 外 币 买 入 充 当“多 头”

美国国内对参与国际金融经济活动的效率下

或者用欧洲美元存款或存款单进行“多头对

降了，那么你预计这两种利率之间的差额会

冲”，这一过程式将会发生什么？

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

9． 简要解释一份欧洲美元利率互换中合约双方

4． 若美国国内存款利率为 6.5%，定期存款准备

累计的收益。名义互换和基点互换的区别是

金率为 2%，税收和存款保险总共的成本加起

什么？如果签订了一份互换协议，而协议的

来为 10 个基点（1/10%），则你估计欧洲美元

一 方 希 望 获 得 他 或 她 的 初 始 市 场 头 寸， 如

存款利率为多少？

浮 动 利 率， 那 么 如 果 可 能 的 话 应 该 怎 么 样

5． 用通俗易懂的话向一个不懂经济学的人解释
当利率上升时，报纸上随后用的标题为“债
券价格滑落，交易活跃”是什么意思。
6．为 什 么 一 个 国 家 的 名 义 利 率 永 远 不 可 能 为
负？而实际利率实际可以为负？若一个国家

操作？
10． 为 什 么 说 期 货 合 约 是 对 称 合 约， 而 期 权 合
约、上界的期权合约、下界的期权合约则被
定义为非对称合约？在后一种合约中这种不
对称性是怎么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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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试 解 释 贷 款 辛 迪 加 如 何 促 进 国 际 金 融 的 增

国际金融市场与工具

行权价格

认购—交割

认沽—交割

长，特别是政府贷款（主权贷款），参与辛迪

9 200

0.50

0.05

加和直接贷款辛迪加有什么区别？

9 225

0.41

0.30

9 250

0.54

0.15

9 275

0.26

0.18

12． 你 希 望 在 3 月 买 入 一 份 600 万 欧 洲 美 元 的
利率期权，同时希望锁定存款利率为 7.5%，
你在 3 月前调查了期权市场的报价，得到的
信息如下：

如果进行期权市场操作来对冲利率风险其成
本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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