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采用以下对冲' $ &% 空头对冲& $ )% 多头对冲#
空头对冲适合持有资产并希望在未来卖出资产的公司" 当前未持有资产但预期会在
未来某个时间持有资产的公司也可以运用空头对冲" 多头对冲适合那些知道未来需要购
买资产的公司# 也可以用来抵消已持有的空头头寸的风险"

%"$#采用期货合约对冲会产生基差风险& 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基差风险是指对冲到期时# 对冲者面临的期货和现货价格之间差异的不确定性"

%"%#什么是完美对冲! 一个完美对冲的后果一定比不完美对冲好吗! 解释你的答案#
完美对冲可以完全消除对冲者的风险# 其效果不一定比不完美对冲好" 完美对冲只
是可以带来确定的结果"
考虑对某种资产价格敞口进行对冲的公司# 如果资产价格的走向对公司有利# 完美
对冲完全抹平了对公司有利的资产价格走势带来的收益" 而不完美对称只中和了部分收

第 %章#利用期货的对冲策略

益# 效果可能更好"

%"+#在什么情况下使得对冲组合方差为最小的对冲是不做任何对冲!
当期货价格变化和被对冲资产价格变化的相关性系数为 " 时"

%"'#列举 %种资金部经理选择不对冲公司风险敞口的理由#
$%
% 如果竞争对手都没有对冲# 公司的财务人员会认为不对冲的风险更小 $见表 37
*%"
$0% 公司的股东可能不愿意对冲# 因为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里已经对冲了相应风险" $ 8
%
如果对冲端产生了损失# 而标的资产端取得了盈利# 公司的财务官会难以向管理层解释对
冲的合理性"

%"-#假定某商品价格在每季度里变化的标准差为 ("-'& 商品的期货价格在每季度里
变化的标准差为 (".!& 两种价格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 这时 %月期合约的
最佳对冲比率为多少! 其含义是什么!
最佳对冲比率为
"+
4!
"+2 )
%"+
4,#
"+
2*
这意味着 3 月期期货头寸与公司敞口规模的比例应该为 4,+
#A"

%"/#一家公司持有价值 $(((万美元" =5A
&值为 !"$的股票组合# 该公司想利用股指
期货来对冲风险# 股指期货的当前水平是 !(.(& 每一份期货合约是 $'(美元乘
以股指# 什么样的对冲可以使风险最小化! 公司怎么做才可以将组合的 =5A
&值
降低到 ("-!
应该做空的期货合约的数量为
#" """ """
*+
# )
%22+
* "2" )#!"
四舍五入后得到应做空 2- 份合约" 将 KL
M
%降低至 "+
4 需要此规模的一半# 即 ,, 份"

%".#交易所里玉米期货合约的交割月份包括 %月" '月" /月" *月和 !$月# 当对冲
期限如下时& 对冲者应选用哪种合约来进行对冲!
$ &% -月& $ )% /月& $ E%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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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对冲规则应该选择离对冲期限最近的合约# 但该合约的交割时间要晚于对冲期
限# 因此应该用以下月份的合约
$%
% = 月" $ 0% - 月" $ 8
% 3 月"

%"*#一个完美对冲是否总能成功地将未来交易的价格锁定在当前的即期价格上! 解释
你的答案#
不" 例如用远期合约对冲已知的外币现金流" 远期合约锁定的是远期汇率# 通常不同
于即期汇率"

%"!(#解释为什么空头对冲在基差意想不到地增强时& 对冲效果会改善* 当基差意想
不到地减弱时& 对冲效果会恶化#
基差是指现货价格高于期货价格的部分" 空头对冲是在做多现货资产# 做空期货合
约" 因此整体头寸的价值会随着基差的增强而增加# 随着基差的减弱而降低"

%"!!#假设你是一位向美国出口电子设备的日本公司资金部主管& 讨论你将采用什么
样的策略来对冲外汇风险& 你将如何使用这一策略并获得其他高管认可!
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资金部主管应该*
$*% 估计公司未来日元和美元的现金流!
$#% 进入远期和期货合约锁定美元现金流的汇率"
但是# 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表 37
* 中的黄金珠宝案例表明# 公司应该估计外币现金
流的大小是否与汇率有关" 例如# 当日元升值时# 公司是否有能力提高产品的美元标价&
如果可以的话# 公司的外汇敞口会很小" 公司需要找到那些能够评估未来各个时间点上汇
率变动对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有影响的关键统计量" 找到这些统计量后# 公司就可以选择
是用期货还是期权来对冲风险" 应该把认真分析的结果交给其他管理人员# 解释清楚对冲
并不会确保带来更高的利润# 而是锁定利润" 期货和期权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带来的影响#
期权通过一定的费用消除价格下降的影响"

%"!$#假设在第 %"%节里的例 %8
$中& 公司选择的对冲比率为 (".# 这一选择将如何
影响对冲的实施与结果!
如果对冲比率是 "+2# 公司在 4 月 2 日做多 *# 月 *4 日价格的原油期货# 报价为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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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元" 在 ** 月 *" 日平仓时现货和期货价格分别为 -"+
"" 美元和 2-+
*" 美元" 期货合
约的收益为
$2-+*" !22+""% )*4 """ %*= 4""" 美元#
原油的费用为
#" """ )-" !*= 4"" %* =2# ,""" 美元#
或每桶 2-+
*# 美元" $ 完全对冲时为每桶 22+
-" 美元"%

%"!%#( 最小方差对冲比率为 !"(& 这一对冲一定为完美对冲#) 这一说法正确吗! 解
释你的答案#
表述有误" 最小方差对冲比率为
""
!
"&
当 !/"+
!# "" /# "& 时# 为 *" 因此当 !?*+
" 时# 显然不是完美对冲"

%"!+#( 如果没有基差风险& 最小方差对冲比率总为 !"(#) 这句话是否正确& 为什么!
表述正确" 根据书中的表述# 如果对冲比率为 *+
"# 对冲者锁定了价格 &* N+
# " 由于
&* 和+
# 都是已知的# 因此方差为 "# 必然为最优的对冲"

%"!'#( 如果一个资产的期货价格通常低于即期价格& 这时多头对冲可能会很有吸引
力#) 解释这一观点#
一个知道自己要在未来购入商品的公司可以将价格锁定在接近期货价格" 当期货价格
低于即期价格时# 可能会很有吸引力"

%"!-#活牛市场价格每月变化的标准差为每磅 !"$美分& 而活牛期货价格每月变化的
标准差为每磅 !"+美分& 这两个价格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 现在时间是
!(月 !'日& 一个牛肉商必须在 !!月 !'日买入 $(((((磅活牛& 并采用 !$月
到期的期货合约来对冲其风险& 每一份合约是关于 +((((磅活牛& 牛肉商应该
采用什么样的对冲策略!
最优对冲比率为
*+
#
"+= )
%"+
4
*+
,

#*

##

!期权" 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 $ 第 *版% 习题集

牛肉商需要 #"" """ ."+
4 /*#" """ 磅的活牛期货多头头寸" 因此# 牛肉商应该做多 *#
月 3 日到期的合约# 并在 ** 月 *! 日平仓"

%"!/#一个玉米农场主有以下观点' ( 我不采用期货来对冲我面临的风险& 我的真正风
险并不是玉米价格的变化& 我所面临的真正风险是气候可能会使我颗粒无收#)
讨论这一观点& 这位农场主是否应该估计玉米预期产量& 然后采用对冲策略来
锁定价格#
如果气候对玉米的产量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农场主不应该进入远期合约空头对
冲预期产量的价格风险" 具体理由如下" 假设天气很糟糕# 产量会低于预期" 其他农场主
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么玉米的整体产量会较低# 相应的玉米价格会升高" 减产给农场
主带来的问题会因为做空期货变得更糟糕" 在对冲时# 要强调整体效果的重要性" 农场主
对只关注对冲价格风险而忽略其他风险的质疑是正确的"

%"!.#在 /月 !日& 某投资者持有 '((((只某种股票& 股票价格为每股 %(美元& 投
资者想在今后 !个月内对所持股票进行对冲& 并决定采用 *月份的小型标准普
尔 '((指数期货合约 $ 2I
>IMQP'((% & 股指期货的当前价格为 !'((& 一份合
约是关于 '(美元乘以股指# 股票的 =5A
&值为 !"%# 投资者应采取什么样的策
略! 在什么情况下会盈利!
需要做空
!" """ )3"
*+
3 )
%#4
!" )* !""
份合约" 如果股票收益高于市场# 也就是说它的回报率高于 :OJC模型的预期时# 策略会
有收益"

%"!*#假定在表 %8
'中& 公司决定采用对冲比率 !"'& 这一决定将会怎样影响对冲的
实施与结果!
如果公司在表 37
! 中采用 *+! 的对冲比率# 那么在每个阶段会做空 *!" 份合约" 期货
合约的收益会是每桶
*+!" )*+
=" %#+
!!" 美元#
公司会比采用 *+" 的对冲比率每桶多赚 "+
2! 美元"

第 %章#利用期货的对冲策略

%"$(#假定我们使用期货合约来对冲& 解释为什么合约的每日按市场定价制度会产生
现金流问题#
假如你用期货空头合约对冲在 4 个月后卖出的资产" 如果资产价格急剧上涨# 那么期
货合约价格也会急剧上涨# 你会收到保证金催收通知# 这会需要你流出资金" 最终这些资
金会由你卖出资产的收益来弥补# 但是现金流的出入却有错配" 同样的情景会在当你需要
在未来购入资产而做多期货# 且资产价格剧烈下跌时出现" 关于这个有一个德国金属公司
的极端案例 $ 见业界事例 37
#% "

%"$!#一位航空公司主管有以下论点' ( 对冲航空燃料价格毫无意义& 将来出现油价比
期货价格低的情形与比期货价格高的情形有同样的可能性#) 解释这位主管的
观点#
将来油价比期货价格低的情形与比期货价格高的情形有同样的可能性# 这可能没错"
这意味着用期货合约做投机就像赌硬币的正反面一样" 但航空公司用期货合约对冲# 而不
是投机# 是有意义的" 那样期货合约就起到了降低风险的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反驳# 当有
可以对冲风险的期货合约存在时# 航空公司不应该将股东暴露在航空燃料的价格风险之中"

%"$$#假定 !年黄金租赁利率为 !"'!& !年无风险利率为 '!# 这里的两个利率均为
按年复利# 利用业界事例 %"
!中的讨论& 计算当黄金即期价格为 !$((美元时&
高盛应对黄金矿业公司报出的 !年期远期的最高价格#
高盛可以借入 * 盎司黄金# 以 * #"" 美元卖出" 以 !A的利率投资这 * #"" 美元# 到年
底可以拿到 * #4" 美元" 高盛需要支付 * #"" 美元黄金 *+
!A的租金# 即 *2 美元# 总共归还
* #,# 美元" 因此如果远期买入黄金的价格低于 * #,# 美元# 就会产生利润"

%"$%#标普 '((的预期收益率为 !$!& 无风险利率为 '!& 以下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分
别是多少! $ #% !R("$& $ $% !R("'& $ %
% !R!"+#
$%
% "+
"! N"+# .$"+*# )"+"!% /"+
"4,# 4+
,A"
$ 0% "+"! N"+! .$"+*# )"+"!% /"+"2!# 2+
!A"
$8
% "+"! N*+
, .$"+*# )"+"!% /"+*,2# *,+
2A"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