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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的契约诠释
刘娜，谭燕芝
(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着高风险，这种高风险与其产品自身的高杠杆性、高关联性、虚拟性密切相关，
因此，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高风险是与生俱来的。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契约理论把每次交易视为一种契约，
将交易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对现实问题进行契约分析。本文试图从契约理论这一全新角度出发，运用不完全契
约理论解释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高风险的原因。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高风险源自于国际金融衍生产品
市场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广泛存在，而引起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高风险的根本原因则是国际金融衍生
产品的非完全契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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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这种

品交易均保持着迅猛增长的势头[1](7)。但是，二十世纪

风险的广泛存在对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深

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许多重大金融事件，如 1995

远的影响，给世界金融市场造成了极大冲击。国际金

年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事件、1997 年由泰国开始的亚洲

融衍生产品是为适应风险管理而产生的金融工具，其

金融危机以及 1998 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等

灵魂就是风险。学术界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

等(见表 1)，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实践表明，国际金融

的研究较多，但多从风险的管理、风险的测度等微观

衍生产品的产生、发展和运用，能为某些经济发达国

层面分析，本文试图寻找新的视角，运用不完全契约

家带来巨额财富，但衍生产品繁荣发展的背后也潜藏

理论来分析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高风险的深层原

着深度的风险危机。若不能正确驾驭国际金融衍生产

因。

品，控制衍生产品风险，那么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
可能面临剧烈动荡，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创伤。

一、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着
高风险

(二)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高风险的性质动因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存在的高风险与其产品
自身性质特点密切相关。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关联

(一)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高风险的表现

性、高杠杆性、虚拟性是催生衍生产品交易高风险的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全球商业

重要因素，因而，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高风险是与生

界的青睐。近年来，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更是蓬勃

俱来的。

发展。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截至 2006 年

1.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关联性与风险

12 月，场内交易的未偿付期货、期权合同总数达 449.03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是以传统金融产品的价格为基

亿份，2007 年 6 月底，这一数字已高达 651.35 亿份，

础进行设计和交易的，现代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可通过

6 个月增幅 45.06%。与此同时，截至 2006 年 12 月，

多种途径进行设计，既可通过对原生性金融产品和金

场外交易名义未偿付合同金额为 415.183 万亿美元，

融衍生产品进行组合，也可通过对各种衍生产品进行

比 2005 年同期值 297.67 万亿美元增长了 39.48%。可

再组合，还可根据客户在交易时间、金额、杠杆比率、

见，无论在交易所还是在场外市场，国际金融衍生产

价格、风险级别等上的要求进行组合，这使得各个衍

收稿日期：2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契约理论的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治理机制研究》(批准号:06BGJ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娜(1980−)，女，土家族，湖南吉首人，湘潭大学商学院教师，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
谭燕芝(1962−)，女，湖南株洲人，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契约理论与金融衍生市场
监管.

第2期

刘娜，谭燕芝：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的契约诠释

表1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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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世界重大金融事件及其影响择要

事件

深远影响

1995 年 2 月 巴 林银 行因 进行 金 融 在世界 1000 家大银行中按核心资本排名第 489 位的巴林银行是英国银行业的泰斗，
期 货投 机交 易， 造 成 尽管巴林银行的倒闭主要由于其内部对衍生金融交易管理、监督不严，但这一事件无
9.16 亿英镑的巨额亏 疑使早有争议的衍生金融交易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损，被迫宣布破产。
1995 年 9 月至日 本 大 和银 行纽 约 分 大和银行是一家至当年有 77 年历史总资产 1820 亿美元，位居日本商业银行第 13 位，
1996 年 1 月 部 因 进 行帐 外买 卖 美 全球第 19 位的大银行。经历此次事件后虽因家大业大未能倒闭，却信誉扫地。金融
国国债，造成 11 亿美 衍生品交易失败使得大和银行最后不得不走向同住友银行合并之路。
元亏损。
1996 年 6 月 日 本 住 友商 事公 司 因 全球最大的工业、贸易和金融集团之一的住友商事违规进行铜期货交易事件不仅对公
经营铜期货，造成 18 司本身造成巨额损失，也对世界铜的交易市场及铜的交易价格造成了不良影响，若没
亿美元亏损。

有后续采取的紧急措施，则世界铜市场将面临剧烈波动，可能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大损
失。

1997 年 7 月至由 泰 国 开始 波及 马 来 此次危机迫使除了港币之外的所有东南亚主要货币在短期内急剧贬值，东南亚各国货
1999 年

西亚、韩国、香港、日 币体系和股市的崩溃，以及由此引发的大批外资撤逃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给
本、俄罗斯等国的亚洲 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进一步引发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
金融危机爆发。

1998 年 9 月 美国规模最大的“对冲 由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由金融界一流的管理人才和经济学界一流的专家主管，它的被
基金”——长期资本管 迫重组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强烈震撼，加深了对银行流动性的忧虑，导致了纽约股
理基金巨额亏损、被迫 市下调，成为 1998 年国际金融市场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
重组。
注：上表由作者整理而成。

生产品之间具有了极高的关联性。高关联性是国际金

不稳定性，为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埋下了较大风

融衍生产品最大的特性。国际金融衍生产品本身对价

险[2](20−21)。

格波动较为敏感，其波动幅度较大，影响范围较广，

3.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虚拟性与风险

存在着一定的市场风险，而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关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本身不过是规定了衍生品交易

联性将这种风险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达到“触一毛

事项的合约，是持有人获得交易权和交易产品价值的

则动全身”的效果。因而，任何一个小环节上的差错

证明，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这就是国际金融衍生

都可能引起整个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剧烈震荡，

产品的虚拟性。在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过程中，当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原生产品是商品等实物资产时，衍生产品的凭证性质

2.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高杠杆性与风险

使其交易过程脱离了实物运动，当原生产品是股票、

利用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保证金制度，市场参与

债券等脱离了实物运动的虚拟资本时，相应的衍生产

者可以运用少量资金，甚至不用调拨资金，即可对资

品则更具有了双重的虚拟性。这种实物产品与价值的

金量巨大的交易合约进行控制，这使得国际金融衍生

脱离潜存着一定的虚拟增值空间，容易引发较大的市

产品具有了高杠杆性。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交易中，

场风险，而在产品高杠杆性和现代网络、计算机技术

交易者都是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然而，

的推动下，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实物产品及其价值

交易者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整个市场的稳定发展之间

脱离的情况更为严重，使得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面

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蕴藏着较大的交易风险。此

临着更大的风险。

时，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具有的高杠杆性使得交易者可

虽然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初衷是套期保值、

以把保证金作为杠杆，以小博大，用为数少量的保证

减少风险对产品价值的冲击，但衍生品自身仍存在着

金牵动大批商品和金融产品的买卖，这加剧了市场的

或多或少的非系统风险，加上衍生产品的交易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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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行为也是契约不完全性的具体表现。

与投资者预期有出入，则会导致产品价值的损失，甚

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认知能

至可能产生危及整个金融市场的高风险。因此，国际

力的有限性，导致了人们在选择上的差异和制度规则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高风险是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与生

上的差异。这种认知的有限性和行动上的差异性导致

俱来的特点，并将伴其终生。

了制定的契约可能与事实的进展存在偏差，此种情况
下的契约不能够完全囊括可能发生的所有事件，也不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及其引入

能够清晰准确地描述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因而有
限理性假设下的契约一定是不完全的[5](47−49)；与此同

(一) 不完全契约理论概述

时，因为机会主义的存在，人们“随机应变、投机取

自 1937 年科斯开创性论文《企业的性质》发表后，

巧、为自己牟取最大利益”
，即使事前签订的契约尽可

新制度经济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科斯把交易成

能详尽的规定了契约双方的履约责任，但处于对自己

本和产权分析引入经济分析中，改变了经济学的微观

利益的考虑，机会主义者难免会为保持、甚至获得更

分析结构。现在，新制度经济学已在产权理论、交易

大的个人利益而放弃履约，使契约沦为一纸空

成本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委托－代理问题等四个问

文[6](17−21)；除此之外，交易中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题上形成了理论体系[3](1−12)。

行为还可能引致双方信息上的不对称或不完全，缔约

以威廉姆森(Willamson，1996)为重要代表的交易

一方对信息进行垄断，可能引起“敲竹杠”的行为。

成本经济学把交易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将每次交

此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获得所有的信息，即便获得

易视为一种契约。按照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

了信息，也存在着不对称的情况，这必然导致契约的

论述，契约可分为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完全契约

不完全。

(complete contract)是指缔约双方都能完全遇见契约期

然而，契约的非完全性也正是通过人们的有限理

内可能发生的重要事件，愿意遵守双方所签订的契约

性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等表现出来的。现实生活中，

条款，当缔约方对契约条款产生争议时，第三方能够

人们很难将实际情况把握得清晰明了，行事中“过度

强制其执行的契约。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

自信”
“羊群行为”等有限理性行为是过度乐观、盲目

则相反，由于契约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不完全契约未

追风的结果，其背景必然是完全契约的失效。而在“逆

能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没有规定在各种可能的

向选择”
“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与信息不对称造

事件发生时契约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给第三方仲裁

成的“敲竹杠”行为背后，更是违背契约条款、恶意

带来理解和执行上的障碍，是事前无法囊括所有或然

毁约的倾向，是对完全契约的背叛。所有这些可能的

[4](13−18)

事件的契约

。

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

状况，都是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条件
下，契约非完全性的具体表现。

称性、人的有限理性等，人们在交易时不可能完全预

三、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非完全
契约性质与国际金融衍生品
交易高风险

见到未来各种或然状况并以双方都没有争议的语言写
入契约中，因而契约不可能完全包含未来所有可能发
生的事件，也不可能将事件一一描述清晰。同时，缔
约各方仍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可能为谋取各自利益
最大化采取各种趋利行为，这样即使缔约成功，双方
仍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拒绝合作、失调、成本高昂的再
谈判等危及缔约关系的行为。要采用求诸第三方(比如

(一)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非完全契约性
质
契约理论认为，交易是经济主体根据他们拥有的、

法庭)仲裁来维持契约关系的成本巨大，而且可能根本

能够与他人进行交换的产权，在执行双方认可的条件

无法证实。这些现实情况都影响到了契约的制订，必

下进行的互利转让。契约理论者主张将所有市场交易

然导致契约的不完全。

(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显性还是隐性的)都看作是一种

(二) 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是契约不完全性的
原因和表现

契约关系。国际金融衍生产品本身是一系列合同的统
一体，它赋予交易一方在将来某个时刻或时段对既定

从契约理论角度分析，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应归结

资产的债权，或明确规定了另一方的债务，或是只为

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有限理性、机会主

一方提供一种决定期权交割与否的权力，其本质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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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价值进行预期进而实现价值的一份双边契约或支

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合

付交换协议。而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则是国际金融

约的非完全，引致了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高风险。

衍生产品合约的交易，亦即买卖国际金融衍生资产债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中，
“售盈持亏”
“过度自

权、债务或交割权利的合约，从契约理论角度分析，

信”
“羊群行为”等有限理性行为频频出现。在有限理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契约性质。

性的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中，投资者厌恶损失和过

新制度经济学假设，经济人是有限理性的，国际

度自信的倾向广泛存在，“售盈持亏”“过度自信”等

金融衍生产品投资者没有能力收集市场的全部信息，

行为削弱了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金融产品未来收益状

也没有能力对收集的所有信息做出最恰当的处理，这

况的客观判断，导致非理性的盲目投资。这种行为是

必将引起衍生品交易契约中必要条款的缺失，即使所

对完全契约的无视，它们使完全契约失效，可能引发

有条款一应俱全，其条款也仍不能被准确清晰地描述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较大的动荡；
“羊群行为”也

出来；同时，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客观环境是

是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普遍存在的行为。投资者在

复杂多变的，投资者的行为方式也是复杂多变的，衍

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常会不考虑自己拥有的信息而

生产品市场环境和未来动向的不确定性通常不能以有

模仿他人决策或过度依赖舆论，这种从众行为引致大

限的方案进行简单概括，投资者的行为方式也容易受

量的“跟风”投资，一旦被别有用心的投资者利用，

到个人长期行为习惯、情绪、客观环境变化的影响，

将导致金融市场大部分中小投资者的普遍损失，对市

想要制定包括所有不确定因素在内的详尽条款几乎是

场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这种从众行为使完全契

不可能的；加之，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交易双方还

约的约束力下降，造成较大风险；另外，
“道德风险”

可能在契约签订以前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引诱对

“逆向选择”
、投机性入市等行为也时常在国际金融衍

方签订不完全契约，或是投资者在执行衍生品交易契

生产品市场上演。存在机会主义的国际金融衍生产品

约时表现出利益内化、成本外化的“机会主义”行为，

市场上，出售方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在交易前隐瞒、

这些都将导致契约的不完全。事实上，只要国际金融

扭曲信息，引诱投资者签订利己的合约，还可能在签

衍生产品交易过程中存在着盯住利益的投机行为，存

订合约后，通过减少要素投入、做假帐、隐瞒实际生

在着可供投机的机会，则可说明，以规避风险为目的

产状况等行为，重新分配公司利益所得，达到自我效

的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合约本身仍是不完全的

[7](80−81)

。

用最大化。这种“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形式隐蔽，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天然

对完全契约的履行造成了较大威胁，一旦这些信息公

的不完全契约。

之于众，必将使投资者信心的下降，引发金融市场动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非完全契约性质集中表

荡。在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一次性交易的机会

现在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契约的多样性上。一方面，国

主义行为有更突出的表现。以上种种潜在的高风险，

际金融衍生品是一组基于基础金融产品或已有衍生产

都是对完全契约的无视和背叛，造成了完全契约的失

品的价值预期的契约，
“有限理性”的交易双方不可能

灵，因而，产生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高风险的根本

对未来情况进行完全准确的预期，同时在巨额利益的

原因是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非完全。

引诱下，双方都有较强的“机会主义”倾向。
“有限理

总而言之，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高风险源于

性”和“机会主义”的同时存在必然使国际金融衍生

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广

产品契约的履行存在障碍，是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

泛存在，而引起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高风险的根本原

非完全契约性质的表现；另一方面，国际金融衍生品

因则是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非完全契约性质。

既可以由基础金融产品衍生出来，也可以由已有的衍
生产品再衍生出新的产品，随着这种衍生、再衍生的

四、结论

创新螺旋不断发展，国际金融衍生品契约呈现出极大
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导致了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契约

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契约理论把交易作为最基

的不完全，也是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非完全契约性

本的分析单位，将每次交易视为一种契约。由于有限

质的体现。

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交易契约必然

(二)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非完全契约性质是其
产品交易存在高风险的根本原因
在真实的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不可避免的

是不完全的。不完全契约未能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事
件，没有规定在各种可能的事件发生时契约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给第三方仲裁带来了理解和执行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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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前无法囊括所有或然事件的契约。从契约理论角

融衍生品市场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广泛存

度分析，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归结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

在，而引起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高风险的根本原因则

义行为的存在，同时，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也是

是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非完全契约性质。国际金融衍

契约不完全性的具体表现。

生产品交易蕴藏着深度的风险，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本身是一系列合同的统一体，

风险的防范也应与时俱进。如何正确分析、认识国际

其本质是对金融产品未来价值进行预期进而实现价值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的特殊性，并以此为据，寻求

的一份双边契约或支付交换协议，从契约理论角度分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最合适的风险治理机制，是摆

析，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契约性质。在真实的

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国际金融衍生产品投资者
没有能力收集市场全部的信息，也没有能力对收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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