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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Daniel L 等（2020）研究了在风险分担不完全、违约成本高和中介部门丰富的

一般均衡模型中，抵押贷款支付与房价指数化的含义。一个关键发现是，将抵押贷款债

务与总房价挂钩可能会增加金融脆弱性。在世界糟糕的状态下，给高杠杆贷款人造成巨

大损失会导致系统性风险(高银行失败率)、代价高昂的纳税人融资纾困、更大的房价下

跌和更高的抵押贷款风险溢价，所有这些最终都会伤害指数化旨在帮助的借款人。此外，

总体指数化将财富从借款人和储户重新分配给银行所有者，因为更脆弱的银行业务也是

更有利可图的银行业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房价风险指数化在降低抵押贷款

违约和金融脆弱性方面非常有效。随着抵押贷款银行变得更安全但利润更低，它增加了

借款人和储户的福利，同时减少了中介的福利。

►Wei Jiang 等（2020）认为，银行资本是吸收损失的缓冲，在不利的经济条件

下对金融稳定尤为重要。银行体系中银行资本水平不足阻碍了其创造流动性和支持经济

增长的能力。因此，旨在评估银行系统在不利经济冲击下的复原力的压力测试是全球银

行系统监管框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压力测试的目的是确保银行在任何

时候都持有足够的资本来抵御这种冲击并维持信贷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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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享增值抵押贷款的脆弱性分析

作者：Daniel L. Greenwald, Tim Landvoigt,and Stijn Van Nieuwerburgh，丁怡然编译

导读：通过产品创新重新设计抵押贷款市场，可能会使经济避免像 2008 年袭击美

国经济的那种严重的止赎危机。为此，该文研究了在风险分担不完全、违约成本高和中

介部门丰富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抵押贷款支付与房价指数化的含义。一个关键发现是，

将抵押贷款债务与总房价挂钩可能会增加金融脆弱性。在世界糟糕的状态下，给高杠杆

贷款人造成巨大损失会导致系统性风险(高银行失败率)、代价高昂的纳税人融资纾困、

更大的房价下跌和更高的抵押贷款风险溢价，所有这些最终都会伤害指数化旨在帮助的

借款人。此外，总体指数化将财富从借款人和储户重新分配给银行所有者，因为更脆弱

的银行业务也是更有利可图的银行业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房价风险指数化

在降低抵押贷款违约和金融脆弱性方面非常有效。随着抵押贷款银行变得更安全但利润

更低，它增加了借款人和储户的福利，同时减少了中介的福利。

共享增值抵押贷款的特点是抵押付款随房价而调整。它们旨在通过在房价下跌时提

供付款减免来避免借款人违约。一些人认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可能有助于防止下一次

止赎危机。然而，房主从付款减免中获得的收益是抵押贷款人的损失。金融中介将储蓄

从储蓄者引导到借款家庭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抵押贷款支付与总房价的指数化增加了

金融脆弱性，降低了风险分担，并导致昂贵的金融部门纾困。相比之下，与当地房价指

数化降低了金融脆弱性，改善了风险分担。

10 万亿美元的美国抵押贷款债务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债务市场和第二大固

定收入市场。抵押贷款不仅是美国家庭最大的负债，也是美国金融业最大的资产。鉴于

金融业对抵押贷款的严重敞口，房价大幅下跌以及随之而来的违约浪潮可能会严重损害

美国金融体系的偿付能力。在 2008 年至 2011 年的金融危机期间，这一点变得非常明显，

因为美国房价在全国范围内下跌了 30%，在一些地区跌幅更大，到 2010 年，大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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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房屋所有者陷入困境，导致 700 万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房地产贷款的巨额损失

导致几家美国银行在危机期间倒闭，而幸存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压力导致它们大幅收紧抵

押贷款标准，阻止了许多房主以较低利率进行再融资。房主利用住房财富的能力下降，

使政策制定者希望的较低抵押贷款利率带来的刺激消费反应短路。

这一经历导致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质疑不同的抵押贷款融资系统是否会导致借

款人和贷款人之间更好的风险分担安排。尽管提供利率风险替代分配的合同已经广泛存

在——最显著的是提供近乎完美的利率传递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但提供房价风险

替代分配的合同仍然很少。然而，最近一些金融科技贷款机构开始提供此类合同，最突

出的是共享增值抵押贷款，它将抵押贷款支付与房价变化联系起来。

图 1 贷款损失与房价之比

SAM 合同确保借款人在世界的不良状态下获得付款减免，潜在地减少抵押贷款违约

和相关的社会无谓损失。然而，在这些不利的总体状态下，抵押贷款机构会遭受损失，

这可能会在不恰当的时候增加金融脆弱性。本文是第一篇研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 SAM 合

同如何影响抵押贷款借款人、金融中介和储蓄者之间的房价风险分配的论文，并提出抵

押贷款设计文献从关注家庭风险管理转向关注全系统风险管理。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定量

评估共享增值抵押贷款是否比标准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对整体经济有更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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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模型结构

本文从一个丰富的基线模型开始，在这个模型中，抵押借款人从金融中介那里获得

长期、可违约、可提前偿还的名义抵押贷款。这些中介机构的资金来源是储户的短期存

款和股东的股权，但要符合现实的资本要求，并在破产时由政府纾困。借款人面临特殊

的房价冲击，而银行面临特殊的利润冲击，这影响了他们各自的最优违约决策。本文使

用最先进的全局非线性求解技术来求解模型，该技术允许偶尔绑定约束。

图 3a 金融与非金融衰退（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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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 金融与非金融衰退（第二部分）

图 4 金融衰退（基准与综合模型）

为了评估抵押贷款系统对不利情况的弹性，本文的模型经济在正常状态和房地产价

格崩溃状态之间转换，其特征是高房价不确定性和总房屋价值的下降，以及总商业周期

收入风险。对于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房地产价格崩溃状态的到来导致借款人违约率、银

行损失和破产率上升，同时随着金融部门收缩，借款人消费大幅下降。

为了研究替代抵押贷款合同的影响，本文考虑了抵押贷款支付与总房价或当地房价

挂钩的 SAM 经济。本文对比了替代方案对模型关键外部性的影响:无谓损失以及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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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银行违约的风险分担后果。本文的主要结果是，由于金融脆弱性的严重增加，综合(全

国)房价指数化降低了借款人福利，尽管它略微降低了抵押贷款违约率。这些合同导致

抵押贷款机构吸收总体房价下跌，这导致一波银行倒闭，并引发最终由纳税人(包括借

款人)出资的纾困。由于信贷供应收缩导致抵押贷款利差上升，危机中均衡房价较低，

降幅更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整体福利下降，但中介福利却增加了，因为银行从

住房扩张中增加的抵押贷款支付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并可以在风险更高的金融系统中收

取更高的抵押贷款息差。

图 5 金融衰退（基准模型与本地模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将抵押贷款支付与房价风险的本地部分指数化能消除多

达一半的抵押贷款违约，同时降低系统性风险。银行在地理上分散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组合，使它们能够通过在房价上涨的地区收取更高的抵押贷款，抵消房价下跌地区的债

务豁免成本。较低的抵押贷款违约率大大减少了银行破产，抑制了中介净资产的波动，

稳定了金融体系，减少了无谓损失。由于抵押贷款息差和救助方案价值的下降，银行业

变得更加安全，但利润也更低。结果，借贷者和储蓄者的福利提高了，而牺牲了银行所

有者的利益。整体福利增加。本文称之为区域指数化的经验相关案例，结合了总体指数

化和局部指数化，为经济带来了适度的福利。

最后，本文检查几种可选的共享增值抵押贷款实现的结果。仅将利息支付指数化—

—仅在下一笔借款人抵押贷款交易之前是固定的——比将本金指数化的效果弱得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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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指数化允许支付下降但永远不会上升，这极大地降低了抵押贷款违约率，但这是通

过降低平均家庭杠杆而不是改善风险分担来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金融脆弱性。

在稳健性分析中，本文表明，当储户不能直接持有任何抵押贷款债务时，当本文改变中

介的风险吸收能力时，当指数化是部分的时，当银行纾困是用政府债务而不是瞬时税收

融资时，结果继续成立。文章结果表明，宏观金融考虑应该在设计与房价挂钩的抵押贷

款合同中发挥重要作用。

原文链接：http://ideas.repec.org/p/red/sed017/1525.html

作者单位：Daniel L. Greenwald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Tim Landvoigt 宾夕法

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Stijn Van Nieuwerburgh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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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基金持有的信用违约互换：流动性、收益率和风险

作者：Wei Jiang, Jitao Ou, and Zhongyan Zhu，丁怡然编译

导读：本研究利用共同基金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季度持有量，分析了基金信用违约互

换投资的动机和后果。基金在面临不可预测的流动性需求时投资 CDS。当信用违约互换

相对于基础债券具有流动性时，基金在卖出更多，当信用违约互换债券的基础面不好时，

买入更多。为了提高收益率，基金从事负基础交易，出售评级类别中利差最高的信用违

约互换，利差高于其债券组合的利差。投资组合回报率较高的基金在信用违约互换交易

中也表现出更多的技能。

信用违约互换(CDS)从 2000 年代初的一个小市场发展到 2007 年金融危机前一年的

62 万亿美元的全球市场(就名义金额而言)(Jarrow，2011)。尽管信用违约互换作为一

种获得或对冲信用风险的合成证券很受欢迎，但关于机构投资者(一类重要的最终用户)

如何使用信用违约互换合同并从中受益的实证研究却很少。共同基金不仅作为长期和短

期投资者，而且它们的交易源于各种动机，包括流动性管理、投机私人信息和寻找收益

率。因此，共同基金为测试债券和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之间的互动以及机构投资者更广泛

的衍生品投资策略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环境。

图 1a 小组 a 共同基金 CDS 持股季度时间序列（200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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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b 小组 B 共同基金 CDS 持仓分布

利用2006年至2012年(跨越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的时期)信用违约互换中共同

基金季度头寸的详细而全面的数据集，本文对共同基金信用违约互换投资的动机和后果

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实证测试。数据概览显示，共同基金是信用违约互换的重要最终用

户，每年未偿信用违约互换头寸总额从 107 亿美元到 840 亿美元不等。作为一个群体，

共同基金是信用违约互换的净卖方，在样本期内，总的销售名义金额比购买名义金额高

出约 50%。

乍看之下，共同基金参与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似乎很奇怪，因为信用违约互换合同代

表着“多余”的证券，因为它们的回报可以被完美资本市场中的基础证券复制。例如，

出售信用违约互换的信用风险和收益可以通过基础债券的多头头寸来复制。本文表明，

由于金融市场的摩擦和现有的激励结构，信用违约互换合同服务于多个目标，这些目标

很难通过单独交易基础证券来实现。

本文研究的使用信用违约互换的第一个明显动机是流动性管理。信用违约互换合同

需要更少的资本，并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以创造与从同一发行人购买或出售可比债券相

同的回报状况。最近的理论(特别是 Oehmke 和 Zawadowski，2015a)表明，这些特征使

得信用违约互换合同对拥有短期资本和参考实体信用风险方向观的投资者特别有吸引

力。此外，拥有长期资本但没有强烈方向性观点的投资者可以采用“负基差交易”，即

投资者在信用违约互换和基础债券中持有多头头寸，以捕捉这些头寸之间典型的负息

差，从而补偿投资者的债券流动性不足。

本文的结果支持上述理论预测。尽管信用违约互换及其基础债券可被视为在信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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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敞口中持有多头或空头头寸的替代品，但资金流动不太可预测(因此流动性需求更大)

且持有长期债券(因此自然到期证券变现的流动性更低)的共同基金更有可能投资于信

用违约互换市场。这种关系的经济规模相当大:资金流动波动性的一个标准差的增加会

使共同基金销售或购买信用违约互换的倾向增加约 38%至 39%。债券和 CDS 合约的相对

流动性也发挥了显著作用。虽然信用违约互换方面的更多流动性(通过同一参考实体上

不同信用违约互换合同的数量来代理)鼓励了信用违约互换的购买和销售，但它对销售

的影响更大:信用违约互换流动性的一个标准差的增加使信用违约互换销售的可能性增

加了一倍多，信用违约互换购买的可能性增加了 26%。

本文分析的第二个 CDS 动机是提高收益率。信用违约互换合同允许基金在高利差参

考实体中承担杠杆风险，从而提高投资组合收益率，而不会相应地增加投资组合的感知

风险，因为与基础证券的长期投资组合相比，衍生产品头寸的透明度通常较低。通过在

信用利差明显高于债券投资组合或信用违约互换购买头寸的信用利差的参考实体上出

售信用违约互换合同，在没有重大信用事件的情况下，共同基金相对于其债券投资组合

的收益率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基于先前文献中的发现，机构投资者青睐给定信用评级类

别内收益率最高的债券，本文预计共同基金的信用违约互换销售也会出现类似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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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 CD 销售

图 2b CD 非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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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预测相一致，本文发现共同基金一般以高(低)信用利差出售(购买)CDS。平

均差值在金融危机期间达到峰值，超过 1000 个基点，危机后保持在 150 个基点左右。

共同基金出售的平均信用违约互换息差比同一基金投资组合的其他部分的平均信用息

差高出近 100 个基点。在“负基础交易”中，如果不承担全部信用风险，在债券和信用

违约互换中持有多头头寸的基金会因债券的相对流动性不足而获得超过信用违约互换

息差的债券收益率溢价(Bongaerts、Jong 和 Driessen，2011；Oehmke 和 Zawadowski ，

2015a)。信用违约互换债券基础的一个标准差的下降几乎是负基础交易的三倍。最后，

共同基金的信用违约互换销售严重偏向于在给定信用范围内(如投资级别)收益率最高

的参考实体。属于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分位数的所有信用违约互换卖出头寸的经

验频率分别为 9%、12%、25%和 54%，拒绝了不追逐收益率的零假设，这将导致所有四分

位数的均匀分布。

鉴于投资衍生品是复杂战略的标志，自然会问信用违约互换头寸是否知情，以及它

们对基金业绩的贡献程度。本文的分析显示，总体而言，使用信用违约互换的基金往往

有更好的表现，这是通过简单的市场调整α指数或以完整的 10 因素模型为基准来衡量

的。然而，信用违约互换投资的强度似乎对投资组合业绩没有积极贡献。尽管证据不足

以证明全部样本中都包含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但在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由“熟练”基

金(按 10 因子α计算，属于前四分之一的基金)进行的信用违约互换销售显示出优越的

时机。

出售信用违约互换获得的增量收益是以“隐藏的尾部风险”为代价的，这类似于出

售灾难保险，通常不会被基准实时完全捕捉到(Rajan，2006)。由于真正的业绩只能在

比典型基金经理设定的期限长得多的时期内进行评估，如预期的经理任期和激励计划所

暗示的那样，因此经理们有动机承担此类风险(姜和 Kelly，2012；何和熊，2013；高

和宋，2018；Di geovax，2015)。为了检验基金经理是否按照这一激励措施行事，作者

还测试了大量使用信用违约互换的基金是否更有可能出现下行风险。本文发现，高信用

违约互换销售强度与基金在特定年份跌入最低绩效十分位数的概率增加显著相关，这种

影响在 2008 年至 2009 年危机期间更加明显。

本研究从最终用户的角度而不是从发行人和交易的角度对信用违约互换进行了研

究，这是目前大多数信用违约互换实证研究的重点。与本文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是 Adam

and Gutell(2015)以及 aragorn，李和钱(2015)的两篇关于信用违约互换和共同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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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虽然这些论文的数据和样本与本文的有一些重叠，但研究问题是不同的。本文的

研究使用共同基金作为测试债券和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与机构投资者的收益率追逐策略

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场所，其中本文使用基金和参考实体级别的交易动机的详细分类。相

比之下，Adam 和 Guettler (2015)研究了共同基金如何利用信用违约互换增加基金风

险，以博弈锦标赛模型隐含的凸激励，他们的分析主要基于基金层面的信用违约互换持

有量，Aragon，李和钱(2015)从交易对手风险的角度研究了一般信用违约互换持有量。

此外，本文还分析了由于共同基金在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出售信用违约互换时所承担的

集中风险而导致的金融脆弱性的潜在来源，补充了 Goldstein、蒋和 Ng (2017)的发现，

即公司债券共同基金可能放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利用涵盖金融危机前、金融危机中和金融危机后时期的共同基金季度信用违约互换

(CDS)合约持有量的综合数据集，本文研究了共同基金持有 CDS 头寸的动机以及 CDS 投

资对基金组合收益率和业绩的影响。由于外部资金流波动性或投资风格，基金在面临不

太可预测的流动性需求时，更有可能投资于信用违约互换投资。基金在信用违约互换相

对于基础债券具有流动性的参考实体中卖出更多，在信用违约互换-债券基础更为负面

时买入更多。为了提高收益率，基金从事负基础交易，出售评级类别中息差最高、且息

差高于其债券组合的信用违约互换。最后，使用基金的信用违约互换表现更好，投资组

合回报更高的基金也表现出信用违约互换的熟练交易。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111/jofi.12996

作者单位：Wei Jiang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Jitao Ou 香港浸会大学，Zhongyan Z

hu 莫纳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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