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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信用违约互换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用于管理信用风险的新型金
融衍生工具。它能够在保留资产所有权的前提下，将信用风险从其他风险中分离
出来，在市场上定价，并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信用违约互换的出现使
得信用风险管理第一次拥有了和市场风险管理同样的风险对冲手段，不仅从根本
上改变了传统的信用风险管理机制，而且也将对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效率产生深远
的影响。本文以信用违约互换为研究对象，对其定价、合约设计以及应用等方面
进行了研究，并尝试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实际，探讨了信用违约互换在我国的应用
问题。
全文共分为六章。首先，第一章指出了选题意义并进行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
回顾。第二章介绍了信用违约互换产品的概况，包括信用违约互换的概念、功能
以及市场发展状况。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探讨了信用违约互换产品的定价和合约
设计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当前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发展的关键和难点。第五章从
商业银行的角度分析了信用违约互换的应用，包括作为独立产品的应用以及作为
合成证券化基本构件的运用。第六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具体研究了我国引入信
用违约互换产品的问题。最后在文章结尾，笔者总结了本文的不足，并对此课题
的研究前景和发展作了进一步的展望。

关键词：信用违约互换；信用风险；合成 CLO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financial products for managing credit exposures
developed in the 1990s. Credit default swap (CDS) can transfer credit risk without
transferring the ownership of the underlying assets and unbundled the credit risk from
market risk. Credit default swap endow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credit risk hedging
capacity. They not only have brought extensive reform in traditional credit risk
management, but also will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tructure and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systemic study on pricing,
documentation issues and application of credit default swap and put forwards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developing credit default swaps in China.
This paper is composed of six parts.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ubject and presents a review of research by the other researchers.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author discusses some basic issues of credit default swap,
including the concept, major fun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DS market. The third
and forth chapters focus on two key issues of the credit default swap: pricing and
documentation issues. After that, the fifth chapt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credit
default swap.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e application in banking asset management. In
the sixth chapter,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way of implementing credit default swap in
China.

Key Words: Credit Default Swap; Credit Risk; Synthetic C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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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违约互换及其应用研究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信用风险是银行业以及整个金融业面对的最主要的风险形式之一。长期以
来，由于信用风险的非系统性、分布不对称性以及数据匮乏等特点，信用风险管
理一直局限于传统的信贷限额、抵押担保、分散投资等手段，缺乏类似于在市场
风险管理中使用的期权、期货等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信用违
约互换为主的信用衍生产品在世界金融市场崭露头角，带来了信用风险管理的重
大变革。信用衍生产品(Credit Derivatives)是一类新型的信用风险管理创新工具，
它在保留资产所有权的前提下，将贷款或债券的信用风险从其他风险中剥离出
来，在市场上定价，并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信用衍生产品首次实现了
信用风险的剥离、交易和重新分布，使信用风险管理方式从被动、静态的回避方
式，转变为灵活、动态的组合风险管理。在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初的东南亚金融
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和一系列美国公司倒闭案中，信用衍生
产品经受了市场的检验，表现出其特有的优越性。
对我国而言，信用风险是我国银行业在改革与转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主
要的风险，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问题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进程的主要
障碍，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问题更是成为世人关注
的焦点。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中所使用的债转股方法、设立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等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总量，缓
解了信贷资产质量不断恶化的问题，但也只能部分的消解已经出现的不良金融资
产，由于缺乏积极管理信贷资产组合的市场化渠道，仍有大量的信用风险集中于
银行体系，不良贷款增量以及信贷组合业绩提升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样
的情况下，信用衍生产品为我国银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研究
这一新型金融工具及其在我国的应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信用违约互换。信用违约互换是使用最为普遍的信用衍
生工具之一，不仅在传统银行金融中介积极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方面具有特殊
优势，而且在其应用的高级阶段，内含信用违约互换结构的合成票据/合成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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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可以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型投资产品，改善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组合构
成，极大的扩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因此，解析信用违
约互换诸方面，分析其在我国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本节从信用风险管理以及信用违约互换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
一、信用风险管理传统方法及其评价
传统的信用风险管理方法主要包括授信管理、信用担保、分散化、贷款出
售以及资产证券化等等。虽然传统方法的目的都是转移信用风险而使所承受的风
险降低，但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缺乏如市场风险管理中大量使用
的风险对冲技术和转移手段。
（1）授信管理
授信管理包括信用审查和信用额度，是传统的信用风险规避方法之一。该
方法依据授信原则，通过加强信用分析和信用审查等内控制度对信用风险进行预
防性管理。银行授信管理的质量会影响贷款的损失度。当借款人信用评估过程不
够精准，如对现金流量与担保品的错估，都有可能使银行承受较高的信用损失。
另外，银行授信管理面临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授信资产风险集中，银行通常对熟悉
的企业或行业才能进行比较精准的信用评估，从而倾向于对这些企业或行业授
信，而这有可能导致信用风险集中度的增加，银行的业务拓展也往往受到信用风
险限额的限制，而难以获取新的商机和业务领域。
（2）信用担保
信用担保是在违约发生之前，将担保品及第三人保证视为对违约事件的一
种保险。通过信用担保，信用风险改变为较小的联合信用风险或通过某些强制性
效力得以缓和。该方法在借款人信用品质恶化下有效地规避了信用风险。然而，
由于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偏好征提不动产的担保，常导致贷款审核因过度重视担
保品而忽略了借款人的营运状况。Smith，Warner(1979)认为担保品的使用促使道
德危机的发生，进而扩大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Scott，Smith (1986)的实
证结果显示有提供担保的贷款契约的风险高于不提供担保的贷款契约。另外，担
保品价值波动较大，流动性较差，当借款人违约时存在能否变现的问题，对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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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行管理对银行而言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3）分散化方法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马柯维茨(Markowitz)提出的现代证券组合理论
成为风险分散的经典理论，按照这一理论金融机构通过持有不同种类的资产，分
散每种资产价值损失的可能性，使总资产价值得到保值或减少损失。对商业银行
管理信用风险而言，分散化方法主要是放贷对象在类别、经营活动和地域的分散。
分散化方法简单易行，技术要求不高，但不足以分析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此外，
分散化过程受限于经济活动范围的有限性和在更大范围交易的成本问题，过多依
赖分散化方法化解信用风险，会造成银行贷款业务小型化而使成本增加，并失去
大额贷款带来较高利差的好处。
（4）资产证券化和贷款出售
为了降低信用风险的暴露以从事新的业务，七十年代，银行等金融机构开
始采取资产证券化和贷款出售的方式管理信用风险。资产证券化(Asset Backed
Securitization，简称ABS)是将有信用风险的债券或贷款重新集中组合，通过结构
性重组，以契约形式出售给特设载体( Special Purpose Vehicle)，再由特设载体设
计发行信用风险暴露等级不同的证券，出售给金融市场的投资者。贷款出售(Bank
Loan Sale)则是银行通过贷款出售市场将其贷款转售给其它银行或投资机构。
Hugh(2001)指出资产证券化和贷款出售具有调节自有资本风险资产比率，突
破银行贷款金额限定，以及转移银行信用风险的作用。然而，资产证券化与贷款
出售将信用资产转移给其他金融机构，原权益人放弃了资产的控制权，并允许将
证券化的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这些操作要获得债务人的许可，不仅使银行
失去了短期盈利机会，也影响了银行的客户关系，使银行失去继续与客户发展更
多业务的潜在空间。另外，资产证券化与贷款出售的方法只适用于定期标准化支
付及信用风险性质相似的贷款，如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商业贷款与行业贷
款的信用风险性质不同，很难将其证券化或出售给其他机构投资者，因此它们的
普遍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如上所述，传统的信用风险管理方法：授信管理、信用担保、分散化、资
产证券化和贷款出售均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传统的管理方法只能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信用风险水平，缺乏效率和流动性，并且不能在将信用风险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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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至投资人的同时，继续保持与客户关系，因此，不能适应现代风险管理的发
展需求。信用违约互换的产生为信用风险管理带来了新的工具，银行等金融机构
可以通过它将信用风险从其他风险中剥离出来并转移，使得上述问题迎刃而解，
对信用风险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二、信用违约互换相关文献回顾
信用违约互换是20世纪90年代末才发展起来的最新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
对信用违约互换的理论研究也刚刚起步。目前研究集中在对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
方面，并主要是以信用风险模型为基础展开的。
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由Merton(1974)提出的结构性模
型(Structural Models)或称为公司价值模型(Firm’s Value Models)，该模型是以公司
资产价值为基础，将违约看作公司的或有债权，假设公司在其资产价值下降到一
定限度时发生违约，并依据Black-Scholes(BS)期权定价理论评价信用风险。在该
类模型中，所有信用风险因素，包括违约率和违约清偿率都看作是公司结构特征
（资产波动率、杠杆比率）的函数，因此，称作结构性模型。
二是由Jarrow和Turnbull在1995年提出的基于强度(intensity)的简化模型
(Reduced-form Models)。该类模型放弃了对企业价值的假设，将违约看作由强度
决定的不可预测的泊松事件，强度消除了定价模型对资产结构的依赖，使得模型
采用市场中易于得到的公司信用等级变动或债券信用利差等数据进行信用风险
定价。
Das(1996)和Pierides(1997)，以结构化信用风险定价模型为基础来评价信用
违约互换的价值。然而，由于结构性模型没有使用信用等级信息，所以结构化的
定价模型更适用于信用价差期权、总收益互换等复制型信用衍生产品的定价分
析，而不太适用于支付直接依赖于信用质量的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分析。
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应用基于强度的简化模型对信用违约互换进行定价
分析。基于强度模型的定价方法主要分为两大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基于Jarrow,
Lando & Turnbull(1997)提出的JLT模型（即基于信用等级的强度模型）的定价方
法，是以信用评级的历史资料来评价资产信用风险变化所造成的价格改变的概
率。Lando(1998)采用该方法，根据一定数量的无风险债券确定支付的违约金额，
并将结果用于信用等级转移的马尔可夫链中，进行信用衍生产品及信用违约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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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值研究。另一方向就是基于Duffle-Singleton模型（即基于信用利差的强度模
型）的定价方法，根据市场上观察的信用利差数据，估计信用风险的期限结构，
从而推导违约概率。Duffie(1998)、Hull和White (2000, 2001)、Houweling和Vorst
(2001)，给出了基于信用利差的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模型。模型假设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以及违约清偿率相互独立，利用信用利差数据，确定违约概率，进而评
价信用违约互换。Kijima (2001)、Jarrow (2001)、Bernd(2001)进一步发展了基于
信用利差的信用违约互换定价模型，给出考虑了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的相关性的
信用违约互换定价模型，分析了无风险利率对信用违约互换价格的影响。Duffie
(1999)与Kijima(2000)提出的在联合生存概率下信用风险定价模型，对一篮子信
用违约互换(Basket Credit Default Swap)进行了讨论。
随着信用违约互换产品市场的发展，基于市场数据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
Cossin和Hricko (2001)分析了通过信用违约互换的价格来代替信用风险对信用风
险模型参数进行估计。Houweling和Vorst(2001)以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价格对违约
清偿率为常数的简单的强度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以政府债券利率、回购利率、
互换利率代替无风险利率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依据强度模型计算的结果
与信用违约互换的市场价格较为接近，并指出当使用互换或回购利率代替无风险
利率时，模型计算结果较优。Longstaff，Mithal和Neis(2005)利用来自信用违约互
换市场的价格信息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公司债券对无风险债券的溢价主要归因于
信用风险。Hull，Predescu和White(2004)表明，利用市场中信用违约互换价差数
据能够预期参照实体信用等级变化，尤其适用于短期内信用等级大幅降低的情
况。
我国目前还没有引入信用违约互换。田晓军(1999)、王琼(2003)、卢新华
(2004)、李鹏(2005)等分别对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义、交易结构和风险管理作用以
及市场状况等进行了分析，对信用违约互换的研究有待于进行系统、深入地开拓。

第三节 本文内容安排
本文的内容结构是按照以下的次序安排的。首先，第一章指出了选题意义并
进行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第二章介绍了信用违约互换的概况，包括信用违
约互换的定义、功能以及市场发展状况。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探讨了信用违约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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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产品的定价和合约设计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当前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发展的关
键和难点。第五章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分析了信用违约互换的应用，包括作为独立
产品的应用以及作为合成证券化基本构件的运用。第六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具
体研究了我国引入信用违约产品的问题。最后在文章结尾，笔者总结了本文的不
足，并对此课题的研究前景和发展作了进一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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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用违约互换概述
信用违约互换是目前市场上使用最为广泛的信用衍生产品，信用风险的承担
者可以利用信用违约互换分离并转移信用风险。同时，作为一种基础的信用衍生
产品，信用违约互换也是内含信用衍生结构金融产品的基本构件。本章将对该产
品的原理，功能特性及其市场发展状况进行具体阐述。

第一节 信用违约互换的概念
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 CDS)属于一种结构化金融合约，合约的
一方为信用保护买方(Protection Buyer)，通过定期支付一定的费用(Periodical Fee)
或溢价(Premium)，将信用风险转移给合约的另一方，即通常所称的信用保护卖
方(Protection Seller)，在合约期限内，当参照实体(Reference Entity)发生信用事件
(Credit Event)时，信用保护卖方向信用保护买方支付或有偿付款，以补偿保护买
方的违约损失。其交易结构如图 2.1 所示。

信用保护买方

信用保护费

参照实体

无信用事件发生，支付 0
信用事件发生，支付或有
偿付款

信用保护卖方

图 2.1 信用违约互换基础结构示意图

对于这一定义中的相关概念简单说明如下：
第一，信用违约互换的交易主体：根据交易双方在信用风险交易中的不同作
用，将交易主体定义为信用保护买方和信用保护卖方。信用保护的买方，也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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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违约互换的买方或信用风险卖方(Credit Risk Seller)，希望通过支付一定费用，
将一项或一组资产的信用风险转移到信用保护的卖方。信用保护的买方实际上相
当于购买了一个违约保险，通常是银行、保险公司等固定收益机构。
信用保护的卖方，也称信用违约互换的出售方或信用风险买方(Credit Risk
Buyer)，通常是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他们提供对潜在违约的保护，承担不属
于自己资产的信用风险，并从信用保护的买方获得一定的相关支付。
第二，信用事件的含义在不同的交易中可能各不相同。按照合约规定的不同，
信用事件可以包括倒闭、重组、不能按期支付、信用降级并低于双方的协议水平、
信用价差变动并高于双方协议水平等等。在信用违约互换合约存续期中，信用事
件的发生触发了信用保护卖方对信用保护买方支付违约赔偿款的责任。
第三，参照实体可以是公司企业、金融机构或者主权国家，参照资产是参照
实体的一项或一组债务，例如债券或者银行贷款。从理论上来说，对参照资产的
信用评级并无限制，但在实际操作中，违约风险极大的债券可能很难找到信用保
护卖方。
第四，信用保护买方定期支付给信用保护卖方的费用也称信用违约互换利差
(Credit Default Swap Spread)。通常按照名义本金（Notional Principal，即参照资
产的面值）的固定基点计算，每半年支付或按季度支付。
第五，信用违约互换提供的是一种或有偿付(Contingent Payment)，即只有在
信用资产发生违约时，信用保护卖方才向信用保护的买方做出偿付，这与传统互
换如利率互换中交易双方定期交换现金流是不同的。或有偿付额由信用违约互换
的偿付条件和偿付结算机制确定。
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信用违约互换与信用保险有相似之处，即都对信
用风险提供了一种补偿机制，但其差异也是显著的。信用违约互换是一种交易工
具，由市场定价，可以进行市场交易，在合约期间，信用保护卖方可以按照互换
的目前市场价值与信用保护买方终止互换，也可以将互换出售给另一个愿意接受
该互换的投资者。其次，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必须对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
有关利益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而信用违约互换合约中，信用保护买方并不需
要对参照资产具有法律上的利益，可以单纯为投资的目的进行交易，大大提高了
合约的灵活性。另外，信用违约互换能够为信用资产质量提供灵活的保护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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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以根据违约事件定义，使得买方在不真正遭受损失时，就启动信用违约互换，
而信用保险只能在实际损失发生时，才能使保单生效。

第二节 信用违约互换的功能
一、管理信用风险集中度
管理信用风险集中度是信用违约互换的基本功能之一。商业银行为了防止信
用风险，往往把贷款组合集中在其熟悉或擅长的部门或地区，而且，银行在某一
区域、某类行业的市场份额越大，越能够获得规模经营的优势，但这样也使银行
承担了影响区域经济、行业发展的系统性风险，增加了银行的风险集中度。信用
违约互换交易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转移信用风险，降低信贷组合的风险集中度，分
散系统性风险因素对组合收益和银行持续经营的冲击。
二、有效解决信用悖论问题
商业银行经营是建诸于客户信心和客户关系支持的存、贷中介业务，持续的
客户关系是银行主营业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即使存在与组合分散化管理冲突的问
题，在银行放贷业务中，维护客户关系也始终是银行权衡风险转移成本的根本因
素之一。按照传统的信用风险管理方法，商业银行通常通过信贷限额、出售贷款
等方法来管理信用风险，但信贷限额一方面减少了商业银行的利润来源，另一方
面也挫伤了客户的积极性；对大多数客户而言，将贷款放在二级市场上出售是他
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这些方法都会对银行和客户间的关系造成损伤，银行由此可
能会丧失以后对客户的贷款机会以及其他一些业务，如利润率较高的咨询服务
等，从而使银行面临业务关系与风险 保全不能兼顾的“信用悖论”(Credit
Paradox)。而利用信用违约互换则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一难题，信用违约互换合约
中，具有信用风险特征的参照资产与转移信用风险的互换合约之间是独立存在
的，交易参照方不介入合约，意味着交易可以完全依照信用保护买卖双方的特定
要求设计，不受参照方或参照资产既有特征的局限。这种独立性使银行可以自由
改变信贷组合的风险特征而不影响放贷业务形成的客户关系，通过购买信用保护
将特定公司超出组合分散管理要求的额外风险转移出去，释放相应的贷款限额，
继续维持和扩大与客户的业务关系，从而使银行不愿保持的信用风险暴露敞口与
继续维持传统放贷业务产生的客户关系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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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投资者的对冲工具
信用违约互换使交易者可以不受现货头寸限制，通过出售信用保护，卖空债
权类工具的信用风险持有信贷资产的非现货市场头寸，获得市场上的交易流动
性。在现货市场上，由于信贷资产的低流动性，卖空银行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通过信用违约互换提供信用保护，以一种合成头寸的方式实现了卖空风险资产
的经济效果，且具有灵活性和低成本的特点，投资者可以根据投资组合的特定需
求使用信用违约互换合约构建组合资产的风险对冲头寸，这就使得信用违约互换
产品成为投资组合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提高收益水平
从市场发展状况和趋势看，由于政府债券的增长幅度下降，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主权债券发行额持续下降，公司债券价差持续收窄，尤其是高收益债券和新兴
市场债券发行大幅降低，股市和债市价格波动性增强，发达金融市场和新兴市场
投资者都面临着投资不确定性增强的市场状况，固定收益证券的利率水平和价差
持续降低。而在传统上形成的行业分工使银行业独享媒介资金的风险收益，大多
数机构投资力量，如保险公司和投资银行业等进入信贷市场和持有信贷资产则有
非常严格的约束条件。信用衍生产品的出现使机构投资者获得了对受限市场的投
资机会，传统上将大量长期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力量正积极进入信用
衍生产品市场，信用违约互换等产品成为保险行业、新兴的养老金基金、共同基
金和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力量实现投资组合分散化、获得信用风险套利、提高组
合收益的优选投资品种。
五、构建其他信用衍生产品
作为一种基础的信用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常常被作为构建其他更高级信
用衍生产品的“积木”。随着市场成熟度和认知程度的提高，信用衍生产品市场
的领先者通过开发各种内含信用违约互换合约的产品结构，如信用联结票据
（ Credit Linked Notes/CLN ） 以 及 合 成 债 权 抵 押 工 具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CDO)，这些产品提供了新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投资工具，其在国际市
场上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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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信用违约互换的市场环境
一、信用违约互换市场规模
信用衍生产品出现的历史不长，但其发展速度十分惊人。虽然相对于传统金
融衍生产品市场而言，其交易量仍比较有限，但市场参与者的积极回应正迅速提
高这一市场的影响力。实际上，作为一类场外交易产品(OTC)，信用衍生产品交
易量增量已经占衍生金融产品场外交易总增长量的 40%-50%。①
信用衍生产品主要包括信用违约互换、总收益互换、信用价差期权、信用联
系票据以及合成 CDO 等。作为使用最广泛的一类信用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
一直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以年平均增长率 80%的速度快速发
展。图 2.2 描述了信用违约互换与信用衍生产品的市场发展状况（信用违约互换
数据是根据其占信用衍生产品的分额计算得到的）。
单位：10亿美元

9000
8000

信用违约互换

信用衍生产品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2001
注：2006 年的数据为预期值

2002

2003

2006

年份

资料来源：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 (BBA)

图 2.2 信用违约互换与信用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状况

就世界范围而言，伦敦是最主要的信用衍生产品交易中心，2003 年年末的
市场规模为 1.59 万亿美元，美国的信用衍生产品市场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大
型银行通过信用衍生产品管理信贷资产已成为普遍做法。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认为，以信用违约互换为主的信用衍生产品的推广和运用，大大提高了美国金融

①

德意志银行，Credit Derivatives Outlook, J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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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对 911 事件、安然事件、阿根廷债务危机的适应性和恢复力。信用衍生产品
业务在亚洲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逐渐受到关注，除日本早在 1993 年即开展信
用衍生产品交易以来，新加坡、韩国、香港也都逐步进入该市场，且与欧洲市场
情况类似，由于在亚洲更多信用良好的企业依赖银行贷款资金作为主要的资金来
源，而资本市场发展较为有限，证券化操作存在一定困难，因此，信用衍生产品
在亚洲的前景更有可能好过资产证券化。
二、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参与者
在市场参与者方面，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发展初期主要由信用保护买方推动，
主要是由银行通过信用违约互换管理非流动性信贷资产的集中度问题，随着衍生
工具技术的广泛应用于新兴市场债务产品和风险管理产品，机构投资者也逐步进
入该市场，他们利用信用违约互换合约进入受限市场，持有不同资产类型以及分
散投资组合，成为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主要卖方，推动了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从单
边市场向双边市场的转化。图 2.3 为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主要交易者的结构图：
信用保护买方

信用保护卖方
证券公司
21%

证券公司
21%
银行
52%

对冲基金
12%

企业
4%
保险/再保
险公司
6%

银行
39%

对冲基金
5%

企业
2%

政府
养老基金2%

保险/再保
险公司
28%

1%
共同基金
2%

共同基金
3%

养老基金
2%

资料来源：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 (BBA)

图 2.3：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参与者概况

三、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流动性
在市场流动性方面，随着信用违约互换市场规模的不断增大，标准化程度的
不断提高，流动性也有显著增强。根据评级机构 Fitch 的统计，2002 年上半年，
信用违约互换市场每周平均对 325 种参照实体进行报价，而到了 2004 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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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周平均报价种类已达到 581 家。另外，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买卖价差也存在
不断缩小的趋势，见图 2.3。

资料来源：Fitch 惠誉评级机构

图 2.4 全球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买卖差价

四、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压力表现
在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中，由于信用保护卖方自身也存在违约风险，所以信用
保护买方仍然面临着对手风险。当条约中规定的信用事件被触发时，卖方能否按
时履约就成为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关键问题之一。
随着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的成熟，以及作为信用保护卖方的交易商套期保值能
力的提高，就目前国际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在压力事件下的表现来看，交易对手风
险对信用违约互换的影响并不显著。发生在2001年的阿根廷违约事件，是规模最
大的新兴市场债券违约，为评价信用违约互换市场表现提供了很好的案例。2001
年12月23日，阿根廷正式对外宣布将对所有的外债予以延期支付。根据信用违约
互换条款中有关信用事件的定义，交易商们一致认同这次延期支付构成信用事
件，大规模信用违约互换的违约支付条款被触发。根据德意志银行的统计，95%
的互换在2月中旬前完成了交割，没有有关拒绝履约的报告，整个交割过程平稳
顺利，并且没有发生法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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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
第一节 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介绍
信用风险量化理论是信用违约互换等信用衍生产品定价模型的理论基础，信
用违约互换等信用衍生产品的开发，直接依赖于对这些产品信用风险的准确衡
量。对信用违约互换定价的实质就是对信用风险的定价，没有量化的信用风险，
就无法对以信用风险为标的的信用违约互换进行定价。
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由 Merton(1974)提出的结构性模型
(Structural Models)或称为公司价值模型(Firm’s Value Models)，二是由 Jarrow 和
Turnbull 在 1995 年提出的强度模型(Intensity Models)，也称为简化模型(Reducedform Models)。
一、结构性模型
结构性模型认为债务偿还的不确定性源于公司资产价值的变化，这也是贷
款、债券以及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产品价值不确定的根源。
该模型假设一个拥有简单资本结构的公司，此公司发行一个面值为 F 到期日
为 T 的零息债券。在到期时，若此公司资产的价值大于应付给债权人的债务 F 时，
则公司所有者将偿还债务并保留剩余价值；如果资产价值小于债券总面值，就会
出现债务违约行为，用期权的概念理解，相当于公司所有者执行了违约期权，将
企业资产转移给债权人。在此结构下，Merton 以下式表达有违约风险债券的价
值 D(t , T ) ：
D (t , T ) = FB (t , T ) − p[V (t )]

其中， B (t , T ) 为在时间点 T 支付 1 元的零息债券在时间 t 的价值， V (t ) 为公
司资产在时间 t 的价值，而 p[V (t )] 为在到期日 T 及执行价格为 F 之下的欧式卖权
的价值。
结构性模型简单直观，揭示了公司违约触发机制，给出了公司资产结构变化
对公司违约的影响，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风险证券的定价分析中，如可转换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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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赎回债券等。模型可以直接从公司价值评价证券的违约性，并适用于分析公司
财务状况（如股东的偿债能力，信用等）或进行最优资产结构的设计。然而，结
构性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也面临一些问题：
结构性模型依赖公司价值数据，公司资产价值和其动态变化的波动性通常在
金融市场中是不易直接观察的。尤其是在信用违约互换中，参照实体也可能是主
权国家而不是公司企业，这使得以公司价值为基础的结构性模型在实践中的执行
相当困难。
另外，结构性模型是以讨论单个公司、单期违约事件发生机制为基础的，简
单假设违约发生在公司价值低于某一边界值时。随着国际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违
约事件的发生不仅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且公司之间违约变化存在一定相
关性。因此，简单的资产结构假设已不适用于复杂的现代信用风险估值分析，也
无法发展多期违约模型。
二、强度模型
强度模型放弃了对企业价值的假设，将违约看作由强度(intensity)决定的不
可预测的泊松事件，强度消除了对资产结构的依赖，使得模型采用市场中易于得
到的公司信用评级信息以及债券信用利差等数据进行信用风险定价，这种方法不
强调对企业特定违约可能性进行的分析，而是直接着眼于违约概率。按照市场信
息来源的不同，强度模型可以分为基于信用等级的模型以及基于信用价差的模
型。
Jarrow，Lando和Turnbull(1997)首先将信用评级等资料纳入了信用风险的评
价中，用有限状态空间的马尔可夫链描述信用等级的移动过程，即著名的JLT模
型。模型假定违约清偿率、违约概率与无风险利率相互独立，并假设违约清偿率
为已知的常数，将强度过程看作有限状态的马尔可夫链，从而可以根据历史经验
数据，如穆迪公司及标准普尔公司的信用等级转移矩阵中的违约率来确定强度。
基于信用利差的强度模型利用参照实体发行的债券高于同期无风险债券的
信用利差的期限结构来估计强度。模型延续了违约强度与无风险利率相互独立的
假设，将无风险利率替换为经过违约调整的短期利率，按无风险债券的特点对风
险债券的期限结构进行相似定义，推导出服从风险中性概率条件下，在时刻，t
到期日为T的有违约风险债券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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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 ( t , T ) = E t [exp( − ∫ r ( u ) du ) l{τ ≥ T } ]
t

其中 τ 表示违约事件发生的时间，l{τ ≥T } 为一函数，当时间 T 内没有信用事件
发生时，其值为1，否则为0。
如果违约事件发生后，违约回收率(Recovery Rate)为 δ ，则风险债券价值为：
T

D (t , T ) = E t [exp( − ∫ ( r (u ) + δh (u )) du )]
t

风险债券贴现率调整为 r (u ) + δh(u ) ，进而可以应用无风险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对参
数进行估计。基于信用价差的强度模型提供了丰富动态的信用利差期限结构，可
根据市场可观测的相同期限的违约债券收益和无风险债券收益来确定违约调整
利率，也可根据己有成熟的方法对无风险利率和强度的期限结构中的参数进行估
计，进而应用基于期限结构的估值模型来确定信用风险的价格。
与结构性模型相比，信用风险的强度模型的重要发展主要有：
（1）不确定性的违约事件。基于强度的模型假设违约事件是在不确定时间
发生的，将违约看作由强度决定的随机过程，考虑了不可预测的违约事件的信用
风险特征，使模型更加接近于现实。
（2）数据的可获取性。基于强度的简化模型直接着眼于违约风险概率，利
用市场易于获取的具体信息（如信用利差、信用等级等）对信用风险进行定价研
究，避免了对公司价值的评价，从理论上来说，模型不存在数据不可获得的问题。
（3）模型的灵活性。该类模型打破了公司经济行为与违约事件的联系，通
过强度过程给出非确定性违约时间概率测度，使得模型易于灵活处理。
然而，由于在强度模型中，强度被看作外生过程，违约过程后的经济机制被
掩盖，因此，没有揭示出公司资产结构与公司信用风险的关系，也不能洞察到动
态期限结构的成因。其次，强度模型通常假设违约清偿率为模型外生变量，与违
约率相互独立，这个假设与实际存在偏差，难以反映违约清偿率与违约率相关的
实际现象。此外，由于强度模型目前还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模型还存在参数估
计困难、参数间关系不稳定以及最终结果的有效性等问题。
在实践中，两类模型所给出的违约概率不尽相同。例如，标准普尔基于结构
性模型所计算的 1981-1993 年 A 级公司债券违约概率为 0.84%，而使用强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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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用价差方法计算的违约概率高达 4.64%。①
另外，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充分考虑市场流动性状况的重要作用，在资本市场
不发达的经济体或者银行业为主融资渠道的金融体系中，模型无法逾越信贷资产
的不流动性、相关信息的获得性及可靠性问题，计算出的违约率可能与真实情况
出现较大偏差。

第二节 信用违约互换定价模型
信用违约互换的价格可以表示为贷款、债券等现货产品的信用风险的函数，
包括信用风险暴露额、参照信用事件的违约概率和预期清偿率等因素。目前，关
于信用违约互换定价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型，本节将以 Hull 和 White(2000)模型
为基础来说明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原理。该模型运用金融工程中的无套利定价原
理，利用现有金融市场中的金融工具价格的信息，对信用违约互换进行定价。在
此模型中，信用风险和信用违约互换定价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表示为下图（假设
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差异仅仅在于信用风险因素）：

风险资产
•银行贷款
•公司债券

信用风险

无风险资产

信用违约互换

图 3.1 信用风险—信用违约互换定价关系示意图

基于风险债券与无风险债券之间的价差仅仅是信用价差这一假设，我们可以
得到以下关系：
无风险债券价值-风险债券价值=违约成本的现值
并可以利用这一关系计算风险债券的违约概率。举例说明如下：假设有以五
年期的零息国库券，票面价值为 100，利率为 5%，另一五年期零息公司债券，
利率为 5.5%。以连续复利计算，国库券的价值等于 100e −0.05×5 = 77.8801 ，而公司
①

Standard Poor’s. “Rating Performance 1998”. March ,1999

- 17 -

信用违约互换及其应用研究

债券的价值等于 100e −0.055×5 = 75.9572 ，所以违约风险的现值就可以用两种债券价
值的差异来衡量，77.8801-75.9572=1.9929。定义 p 为这两种债券五年内风险中
性状态下的违约概率，在不考虑违约后回收比率的情况下，当违约发生时，期望
损失的现值等于 100 pe −0.05×5 ，所以由 100 pe −0.05×5 = 1.9929 ，有 p = 2.47% 。
一、违约概率的估计
下面，我们进一步考虑当（1）违约发生时点为离散，以及（2）违约发生时
点为连续，如何利用市场数据及假设条件，得出违约概率。
（1）考虑违约发生时点为离散
假定我们选择 N 种由参考实体发行的不同到期日的债券（如果参照实体不发
行债券或其发行的债券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则我们可以使用另一个与参照实体面
临相似风险的，且债券流动性较高的公司来代替），并考虑违约只会发生在这些
债券到期日的假设下，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以 t i 表示第 i 种债券到期日，且

t1 < t 2 < t 3 < ... < t N 。
以下定义：

B j ：第 j 种债券在今天的价格
G j ：在没有违约情况下，第 j 种债券今天的价格（也就是与第 j 种债券具有
同样现金流的国库券今天的价值）

F j (t ) ：不考虑违约发生的情况下，第 j 种债券在 t 时刻的远期价格 (t < t j )
v(t ) ： t 时刻一元钱的现值
C j (t ) ：当违约发生在 t 时刻，第 j 种债券的持有人的要求权 (t < t j )
R j (t ) ：在 t 时刻，当违约事件发生时，第 j 种债券的回收比率

α ij ：当违约发生在时刻 t i 时，第 j 种债券相对于没有违约发生违约时的债券，
所产生的损失的现值

pi ：时刻 t i 的风险中性违约概率
假设利率、清偿率以及要求权是已知的，如果在时点 t i 违约发生，则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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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的现值可表示为：

α ij = v(t i )[ F j (t i ) − R j (t i )C j (t i )]
如上假设条件，损失 α ij 发生的概率是 pi 。第 j 种债券损失价值的现值为
j

G j − B j = ∑ piα ij
i =1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G j − B j − ∑i =1 piα ij
j −1

pj =

α jj

（2）考虑违约发生时点为连续（即违约可能发生在任何时点）
现在考虑违约可能发生在任何时点上。定义 q (t )Δt 为 0 时刻估计的时刻 t 到
t + Δt 之间的违约概率，而 h(t )Δt 为时刻 t 估计的时刻 t 到 t + Δt 之间的违约概率。

q (t ) 和 h(t ) 的关系可表示为：
t

− h (τ ) d τ
q ( t ) = h ( t ) e ∫0

我们称 q (t ) 为违约概率密度。假设在 t i −1 < t < t i 这一时间段，q (t ) 保持不变且
等于 qi 。 β ij 表示当违约发生在时点 t i 时，第 j 种债券相对于没有发生时的债券，
所产生损失的现值：

β ij =

∫

ti

t i −1

v ( t )[ F j ( t ) − Rˆ C j ( t )] dt

其中， R̂ 为 R j (t ) 的期望值，利用推导出（3）的方式，同样可得出，考虑违
约可能发生在任何时点的情况下，违约概率 q j 为：
G j − B j − ∑ i =1 q i β ij
j −1

qj =

β jj

二、信用违约互换的价值衡量
在信用违约互换开始时，净现金流为零，信用违约互换的市场价值为零（忽
略交易费用）。在这里，我们要考虑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问题就是确定使合约在
开始时刻的市场价值为零的信用保护费的值。
对于这个定价问题，我们首先进行以下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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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设无对手违约风险，对手违约风险指的是信用事件发生后，信用保
护卖方不按约履行信用违约互换合约条款的风险；
（2）市场的无风险利率、参考实体的违约概率、参考实体发生违约后的违
约清偿率之间相互独立；
（3）参考实体发生违约时，其所有的债券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别，且违约清
偿率与时间无关。因此违约清偿率与时间和具体的债券均无关；
（4）在参考实体发生违约后，信用保护买方要求收回债券的面值和从上一
次付息开始直至违约发生时刻的累积未付利息之和；
（5）信用违约互换的名义本金为 1。
接下来定义一些推导过程中将使用到的变量：

T ：信用违约互换的合约存续期间
q (t ) ：时间 t 的风险中性违约概率密度，使得 q (t )Δt 为从零时刻看，参考实
体在 t 到 t + Δt 之间发生违约的可能性

R̂ ：在风险中性的假设下，参照资产的期望清偿率
u (t ) ：从合约生效的时间（假设为 t = 0 ）到时刻 t ，每年支付信用保护费用
中 1 元的现值

e(t ) ：在时刻 t ，累计未付信用保护费用的现值
v(t ) ：时刻 t 的 1 元在当前时刻的价值
w ：信用保护买方每年支付的信用保护费用
s ： w 的一个特殊值，使得信用违约互换的合约价值为 0

π ：从合约开始生效到合约终止的时期内，在风险中性情况下没有发生信用
事件的概率

A(t ) ：当违约发生在时刻 t ，参考债券的累计未付利息
根据以上变量定义，可以推导：
T

π = 1 − ∫ q (t )dt
0

现在我们考虑信用违约互换合约期内可能产生的现金流：
信用保护买方所必须支付的款项：如果违约事件在 t 时刻发生( t < T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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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支付金额的现值为 w[u (t ) + e(t )] 。如果合约期内无违约事件，那么支付金额
的现值等于 wu (T ) 。因此，买方支付金额的预期值为：
T

w ∫ q ( t )[ u ( t ) + e ( t )] dt + w π u (T )
0

若在 t 时刻发生信用事件，则风险中性条件下，信用保护买方可从信用保护
卖方得到的预期支付为：
1 − [1 + A ( t )] Rˆ = 1 − Rˆ − A ( t ) Rˆ

从而信用违约互换的预期回报的值为：

∫

T

0

[1 − Rˆ − A ( t ) Rˆ ] q ( t ) v ( t ) dt

对买方而言，信用违约互换的价值等于预期回报的现值减去需支付金额的现
值，即

∫

T

0

T
[1 − Rˆ − A ( t ) Rˆ ]q ( t ) v (t ) dt − w ∫ q (t )[ u ( t ) + e ( t )] dt − π wu (T )

0

而信用违约互换价差，s，即使互换开始时合约价值为 0 的 w 的值为：
T

s=

∫ [1 − Rˆ − A (t ) Rˆ ]q (t ) v (t ) dt
∫ q (t )[ u (t ) + e (t )]dt + πu (T )
0
T

0

对一个新订立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而言，s 就是信用保护买方每年需支付的
金额，以名义本金的基点数表示。
以上就是对信用违约互换定价的过程。但此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第一，模型中假设利率、违约概率和违约清偿率是相互独立的，这一点与事
实情况并不完全相符。首先，现实中利率与违约概率并不独立，高的利率可能增
加企业融资难度，从而导致违约概率的增加。其次，违约清偿率与违约概率也并
不相互独立，而是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而这实际上将导致信用违约互换价差的增
加。
第二，虽然从理论上说，除了违约清偿率，模型所需的其它参数都可以由市
场上直接观察到，但实际上模型数据的可获得性仍然是定价的主要障碍。例如在
证券市场并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绝大多数发行人并没有完整的期限结构，也
只有在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强的市场上才能较准确的观测到信用价差。而违约清
偿率的确定也依赖于历史数据的支持，但是对于很多市场而言，这样的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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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难以获得的。

第三节 实务中的信用违约互换定价问题
以上我们介绍了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原理，但是，定价技术在应用中也存在
不少的难点：
首先是信用风险定价模型的可靠性问题。信用风险的定价是一系列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包括：市场宏观因素；特定市场的微观结构特征，如对不同投资人
（居民、非居民）的税负待遇差别；特定市场之间的微观结构特征，如在发展中
国家市场中，高收益特征包含了相应的主权风险；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能够给投
资者提供分散化好处的组合因素；以收益波动性、与其他风险资产的相关性、违
约概率和违约清偿率等统计分析方法度量的信用风险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
和度量信用风险，需要运用复杂的模型。
来自市场的实证研究显示，目前信用风险定价技术虽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
现有信用风险理论模型也存在一些局限。Philosophov和Philosophov(2002)关于公
司破产分析的研究结果显示：正确反应时间序列中公司破产事件的最优预测公式
还不存在。Sundaresan(2000)运用连续时间方法检验了违约风险和信用价差的一
些理论研究成果，将公司债务定价模型分为三类：无磋商或策略行为的违约风险
结构性模型、违约风险归纳形式模型、有磋商或策略行为的违约风险结构性模型，
已有的市场定价实践显示模型都存在局限性。在结构性模型中，基于复制成本和
融资成本的定价方法主要分析了获得风险资产头寸的交易成本，而在实际操作
中，许多风险资产结构和复制过程的成本是难以负担的；在归纳形式模型中，信
用价差和违约清偿率指标的结合可以有效地模拟不同信用等级的资产等级变迁
的变化强度，但建立评定等级和违约之间的随机转换密度普遍存在数据的质量问
题。
定价模型设定问题在对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中尤为突出，由于存在各种法
律、经济方面的释义和用法，使用“违约”一词表示信用风险本身并不是一个严
密的概念，定价模型必须简化和明确违约的具体含义，严格定义模拟的特定条件，
过于简化将导致模型与现实情况不符，而试图模拟真实情况的模型往往又由于过
于复杂而缺乏实用性。这也是目前信用违约互换定价理论的主要困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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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数据输入质量问题。信用违约互换定价中，对参照资产信用风险估值
的有效性，关键在于模型所需参数的相关信息是否充足和具有透明度。信用衍生
产品市场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足够的数据资料以进行有效的统计度量和
定价分析，而这一点在新兴市场又尤为突出。这些市场往往对市场参与者信息披
露要求较低，市场透明度差，而证券市场亦欠发达，大多数借贷都是通过私人贷
款而不是公开债券交易进行，因此不存在有深度的风险债券交易市场，不能有效
的观测信用价差。加上这些地区的信用评级机构也刚刚起步，缺乏历史数据，在
市场实践中，对信用风险定价所需参数的获得，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交易人员
的经验、直觉和判断。
另外，除了基于信用风险模型的定价方法以外，在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实践中
还存在基于担保产品市场定价(Pricing Based on Guarantee Products)和基于再造成
本定价(Pricing Based on Replication Costs)的方法。基于担保产品的定价方法只是
希望利用其他形式的信用升级作为计算一个担保者应该得到的补偿额的参考，或
作为信用保护的受益者应该像担保者所需支付金额的参考。虽然该方法简单易
行，但信用违约互换与担保存在契约差异，该差异可能会使以担保合约作参考的
定价不可靠。基于再造成本的定价方法是利用避险成本为信用违约互换定价。交
易商确定为信用违约互换合约避险时应持有的衍生产品头寸，以及交易商购买每
一个头寸花费的成本。净避险成本即为信用违约互换的价格。然而该方法存在的
问题是，对于大多数信用违约互换产品不可能存在完全避险的情况，即使存在，
其成本也十分昂贵。在这些情况下，交易商被迫依赖于更理论化的方法，或者放
弃该交易。
信用违约互换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其合理的定价。虽然信用违约互换本身具有
通过有效定价来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优势，但这是市场成熟的产物。信用违约互
换从诞生至今仅仅十年的时间，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传统经验方法对金融工具
的定价也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实际操作和经验积累才能形成，新兴的信用违约互
换市场相对狭小且信息披露有限，信用违约互换相关资产的市场价格往往难以得
到。直到最近，银行等金融机构才开始采用一些较为复杂的数学统计方法来确定
交易价格。尽管目前已经将一些有效的信用风险定价方法，如结构性模型、强度
模型应用于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但其实践时间还不长，正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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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之中，其有效性还需进一步的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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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信用违约互换合约设计
与传统衍生金融产品由市场利率、汇率等系统性因素决定市场价格的机制不
同，信用违约互换的价值对交易合约中具体条款的设计有很强的依存性特征，最
典型的表现就是，由合约中约定的信用事件触发对信用风险的偿付责任。由于信
用违约互换是一种场外交易产品，如果交易双方对于互换合约条款理解有误或不
能达成共识，不仅会给交易双方带来很大的操作风险，增加交易成本，也会影响
到产品的流动性，抑制市场交易活动。因此，作为一种新兴产品，在信用违约互
换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合约设计问题是规范市场行为和促进市场发展的根本性
问题之一。本章将以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International Swap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ISDA）颁布的信用衍生互换标准化合约为基础，剖析信用违约互换
合约应具备的基本要素，这对于我国开发信用违约互换产品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第一节 信用违约互换合约要素分析
缺乏标准化交易合约是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发展初期的主要障碍之一，1998
年俄罗斯债务危机中，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双方执行合约时产生的大量争端使公众
开始注意到合约的标准化问题，也进一步推动了 1999 年 7 月 ISDA 对信用违约
互换标准合约文本的颁布，至 2001 年，市场上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已有 91%-98%
使用了 ISDA 的标准文本。本节将以 ISDA 文本为基础，对信用违约互换合约的
设计要素进行具体介绍。
信用违约互换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设计的基本目标是要使得买卖双方的交
易能够顺利进行，即使参照实体的信用风险在信用保护买卖双方之间得以转移。
在实务操作中，由于既要尽量实现标准化，又要尽可能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形加
以认定，信用违约互换的合约是非常复杂的。
按照 ISDA 的标准，信用违约互换的合约需要对以下内容进行清晰的界定：
（1）信用违约互换的参照实体；
（2）合约期限，即信用保护的提供/购买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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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照实体的何种债务受到信用违约互换的信用保护；
（4）参照实体发生何种信用事件时，信用保护卖方须进行支付；
（5）信用事件发生后的结算方式。
下面我们对 ISDA 制定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标准文本的内容进行说明：
一、参照实体和参照资产。参照实体实际上就是信用违约互换中的参照债务
人。当影响参照实体的信用事件发生后，信用保护卖方按照合约约定向买方支付
或有赔偿款。按照 ISDA 的规定，参照实体可以分为两类，即国家实体与非国家
实体。当参照实体为国家实体时，信用保护买方实际上寻求的是对国家信用风险
的保护。
从近年来市场发展状况来看，以国家实体为参照实体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交
易量在总交易量中的比例持续下降，由 1996 年的 54%下降到 2003 年的 11%。
而以公司企业为参照实体的比例则稳步上升，从 1998 年占总交易量 35%上升到

2003 年的 64%，已成为当前份额最大的参照实体。①
参照资产可以是由参照实体发行的特定债券或参照实体的贷款。特定的参照
资产并不是所有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合约的必备要件。只有当结算方式为现金结算
时才需要事前特别指定参照资产（因为此时交割必须基于信用事件发生后参照资
产的价格），并且在交易开始时，信用买卖双方应对参照资产的初始价格达成一
致（这一点对于现金结算来说尤为重要）。
二、合约期限及交易日期
合约应指明的关键日期有以下三个：
（1）交易日期(Trade Date)，即信用保护买卖双方就交易的有效条款达成一
致的日期。
（2）有效日期(Effective Date)，通常是交易日期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这一日
期是合约正式生效的日期，即信用保护从这一日开始生效，此前发生的信用事件
并不在合约保护范围内。
（3）终止日期(Termination Date)，即交易结束的日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
种是合约期内无信用事件发生，则合约在事先商定的信用保护期到期后终止。二
是有信用事件发生，则合约在信用事件发生时终止。

①

资料来源：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 (BBA). “ Credit Derivative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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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用保护费的支付
信用保护买方需要向卖方定期支付固定的费用，通常表示为合约名义本金的
基点方式，每季或每半年支付。若合约期限内有信用事件发生，则买方需向卖方
支付从上一个支付日至信用事件发生时的应计费用。
在有些交易中，由于参照实体的信用状况较差，信用保护卖方为弥补过多的
信用风险暴露，会要求信用保护买方在交易初始即一次性付清信用保护费，金额
为按期支付的费用按照预先商定的贴现率计算而得的现值。如果交易以此种安排
进行，则买方通常会要求签订补充条款，要求若卖方希望提前终止合约，则需偿
还未摊销的信用保护费。
五、信用事件
信用事件的界定在信用违约互换合约中至关重要，因为如何界定信用事件决
定了在何种情况下信用保护卖方应向买方支付或有偿付款。按照 ISDA 的规定，
信用事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表 4.1

ISDA 对信用事件的定义

倒闭

倒闭是最主要的信用事件，即参照实体解体或无力清偿。

(Bankruptcy)

因其对信用损失的影响具有确定性，也最不容易引起争
议。如初始借款人解体、没有能力履行债务责任、转让
债主权益、法院留置财产等。

无法履约支付责任 指在规定的宽限期内没有支付，支付金额可以指任何应

(Failure to Pay)

付款项。

交叉违约

参照主体的一个违约事件引发所有其他债务责任，即使

(Cross Default)

债务人没有宣布无力清偿债务，但实际上，其他债务合
同的违约事件直接触发了所有现行合同的信用事件。

交叉加速

(Cross

与交叉违约类似，指违约事件的出现使信用主体的另一
个未付债务在到期或应付前提前支付。

Acceleration)
降级

(Down Grade)

指低于合同规定的信用等级变化或无等级事件，具体判
定取决于合同中对降级责任的详细规定。

- 27 -

信用违约互换及其应用研究

拒付

(Repudiation)
重组

(Restructuring)

指参照方对债务责任的任何条款拒绝、取消、废弃、不
承认的毁约行为。
指引起债务人在经济上、信用度和承受风险方面情况恶
化的搁置、停业、重新计划等类似事件。

兼并

兼并事件对信用保护出售方的责任界定于参照方信用等

(Merger)

级是否下降。通常，被兼并方信用等级较低，如果兼并
后公司的融资成本上升，表明评级机构认为其未来的偿
付能力水平下降。

资料来源：ISDA Credit Derivatives Definitions，ISDA，2003

以上对信用事件的定义并不包括所有的信用事件，随着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
发展和产品的不断创新，ISDA 对信用事件的定义也在不断的演进与发展中。市
场经验表明，在亚洲等新兴市场，由于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或不成熟，
进行信用违约互换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关于信用事件的争端屡见不鲜。对此，我
国也应在吸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加强相关方面的法律建设，这样才能为信用
违约互换等金融工具在我国的引进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六、支付条件
当信用事件发生后，信用保护买方若想要实现支付，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信用事件通知
信用事件通知向买卖双方宣告信用事件的发生。交易双方可以事先商定信用
事件通知由买方发出，或买卖双方都有权发出。在信用事件通知中所确定的信用
事件的发生时间对于最后结算金额的确定非常重要。
（2）公开可用信息
信用事件的发生通常是在公开的可利用信息的基础上确定的。为避免对某一
特定的信用事件是否出现产生争议，首先提出信用事件发生的一方必须印证公开
发布的信息，这一要求确保了交易的客观性。信用违约互换的买卖双方与参照实
体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因此，这就意味着双方只应通过公开信息来了解信用事
件的发生。公开可用信息的来源包括任何国际间认可的公开发行的表明消息来源
的出版物或电子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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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价机构和实质性确认
报价机构是一个在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中被指定确认必要支付的组织。对于任
何一项支付的发生，报价机构必须确认其实质性的存在。
实质性是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一个条款，用于确定参照实体的债务价值有无
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实质性条款可分为两类：价格实质性条款和价差实质性条款。
例如，如果参照资产是一项高收益公司债券，实质性就可以依据价格的下跌来定
义，交易双方约定参照债券的价值下跌至多少或是下跌多少个百分点就足以构成
实质性信用事件。或者也可以根据信用价差来定义实质性，对于参照实体来说，
信用价差增加意味着信用实体信用债务价值下降，因此，实质性可以由最小信用
价差增加来定义。实质性的最终决定权在报价机构。
七、结算
（1）结算机制
信用事件发生后，交易双方需履行结算条款。结算方式主要包括现金结算和
实物结算：
现金结算可以按照以下两种模式进行：其一，基于违约后价格，卖方支付的
金额取决于参照资产的价格的改变量，即合约订立之初的价格与信用事件发生后
的价格之差。其二，固定金额支付，卖方向买方支付预先商定的金额，这一金额
实际上反映了合约签订时双方对违约损失的估计。
现金结算机制下关键是要评估信用事件发生后参照资产的价值，一般来说，
这一价格由某种形式的投票机制决定，即邀请不同的交易商提供报价，再根据这
些报价的信息决定参照资产的价值。信用事件发生后短期内，违约资产的市场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波动，因此，买卖双方需事先商定评估时期，以求能较客观地反
映违约后资产的价值。
实物结算方式下，信用保护买方将参照资产（或参照实体的贷款、发行的证
券）交与卖方，卖方向买方支付预先商定的金额（即信用违约互换的面值）。在
实物结算的情况下，如果合约中没有指定特定的交割证券种类，则满足合同中所
约定的特定条件的证券都可以用于交割，当可交付的证券不止一种时，信用保护
买方可以选择市场上最廉价证券进行交付(Cheapest-to-deliver Bond)，这实际上是
提供给信用保护买方的一项重要的交易特权。实务中最常见的做法是将参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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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割，其运作机制也最容易理解。
在实际运用中，实物结算在信用事件发生后买方将实际资产转移给卖方从而
能够转移剩余的信用风险获得完全保护，且不需测定信用事件发生后参照资产的
价格变化，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交割方式。
（2）结算时间
结算时间依所选择的结算机制而不同。在实物结算中，通常由双方事先协商
并指定结算期限（通常在 3-5 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而如果选择现金交割，则
通常约定在确定参照资产价格（这里指信用事件发生后的价格）之后的几个工作
日结算。
八、争端解决机制
在信用事件发生后，如果信用违约互换的一方不同意报价机构做出的确认，
则这一方有权要求一个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做出确认，该第三方为信用违约互换
市场的交易商。由第三方做出的确认对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双方都具有约束力。

第二节 我国信用违约互换合约设计
我国推出信用违约互换产品，在合约设计方面，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 ISDA 标准合约的完善问题。ISDA 虽然已颁布了信用违约互换合约
的标准合约文本，但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与演化，ISDA 文本也有不少需要改进
之处。例如 ISDA 对信用事件的定义并不能涵盖所有的信用事件，信用事件的发
生不仅仅是某一特定的责任或相关联事件，信用损失通常来源于更为广泛的、深
层次的因素，例如，货币的可兑换性问题，政府行为问题以及市场秩序问题等等。
其次是 ISDA 合约与我国国情相衔接的问题，要做好合约的本土化工作，应
当从法律、税收、会计等诸方面考虑合约的适用性。另外，ISDA 文件的起草及
修订主要由少数交易商控制，我国商业银行等机构缺乏主导权。在这种背景下，
照搬使用 ISDA 有关文件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商业银行等机构的利益。
最后，由于信用违约互换属于金融衍生品，在分离、转移信用风险的同时，
其本身的风险也不容忽视。而交易合约条款的标准化和精确度对于控制信用违约
互换的操作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非常重要，这尤其是在新型市场和不发
达经济体推广信用违约互换、实行信贷资产市场化管理中必须妥善应对的问题。

- 30 -

信用违约互换及其应用研究

我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对信用违约换等衍生产品的监管模式，首先建立
统一的法规体系，依法成立监管组织，制定交易合约范本，普及交易知识，然后
再开展信用违约互换交易，随着市场上交易量达到相当规模之后，交易合约必定
逐渐形成更多的共性特征，可以根据这些特征，进一步对我国信用违约互换合约
设计进行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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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信用违约互换及其合成产品结构的应用分析
信用违约互换在实际中的应用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信用违约互换本身作
为信用风险管理工具或投资工具，第二，作为构成合成产品的“积木”，创造内
含信用违约互换结构的新型交易品种。本章将分别介绍信用违约互换在这两方面
的应用。
由于银行是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主要力量，最初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也是发
生在银行之间（主要作用是分散信用风险集中度），如果我国引入信用违约互换
交易，在银行间首先应用的可能性也最大，因此，本章主要从商业银行角度说明
信用违约互换的应用。

第一节 信用违约互换应用
商业银行参与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主要目的有：
（1）对冲信用风险。银行需要对冲贷款和贷款组合的信用风险。如果银行
希望转移贷款的信用风险，传统的方法是出售贷款、进入参与贷款安排或从其他
机构获得贷款的担保，而利用信用违约互换银行可以将贷款的信用风险转移给第
三方而无需出售贷款，不会影响与贷款客户的关系。
（2）信用风险分散化。信用风险集中度是银行贷款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银行贷款常常过度集中于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者某类客户，导致信用风险的集
中。利用信用违约互换交易，无须处置现有贷款或增添新贷款，银行就可以改变
其信贷资产组合的风险承受状况，减少或反转信用风险头寸暴露，将信用风险转
移给第三方。如果银行对某一客户、行业或国家的贷款限额不能满足现有客户的
贷款需求，则利用信用违约互换这种风险管理技术就可以释放贷款政策限制的贷
款限额，更好的回应贷款市场的需求。
目前，银行业也正在发展积极信贷组合管理功能，像 J.P.摩根的信用矩阵

(Credit Metrics)、瑞士信贷的信用风险(Credit Risk+)、毕马威的组合管理(Portfolio
Manager)、麦肯锡的信用组合观点(Credit Portfolio View)等高级风险管理工具/技
术。这些技术可以更好的支持银行积极地理解、度量和管理暴露的信用风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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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管理功能可以更好的识别信用集中度问题和业绩不好的信贷资产，信用违约互
换作为能够促进这些信用风险转移的工具之一，是实现信贷组合管理的核心组成
部分。
（3）管理监管资本。2004 年 6 月正式发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于

2007 年初在十国集团国家中正式实施）已将信用衍生产品作为风险缓释工具之
一，明确其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及银行最低资本金监管中的地位，并规定：
如果信用衍生产品以直接、明确、不可撤销及无条件方式提供，且银行能够满足
关于风险管理程序方面的某些最低操作要求，监管当局则即可允许银行在计算其
法定资本金时考虑信用保护的作用。因此，利用信用违约互换产品，银行能够释
放监管当局对放贷业务风险的部分资本金要求，使有限的资本金能够支持更多的
盈利业务，最终提高资本净收益率。例如，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中，银行对普通借
款人的信用风险暴露敞口和对经合组织成员国银行的信用风险暴露敞口使用不
同的风险权重，银行与经合组织成员国银行进行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就可以改变其
监管成本需要量。
下面，我们以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信用违约互换在银行业的运用。
例 1：利用信用违约互换进行信用额度管理
银行 A 对关系客户公司 X 贷款额度为 8 千万元，而公司 X 向银行申请贷款

1 亿元。为维持客户关系，银行 A 可以发放贷款，对超额部分加收 50 基点，然
后安排一笔 2 千万元的信用违约互换对冲超额信用风险，需支付信用保护费用为

30 基点。
在这样的安排下，银行 A 得以维持良好的客户关系并扩大贷款分额，转移
了超额贷款的信用风险并增收 20 基点。
例 2：运用信用违约互换管理信用风险暴露
假设银行 A 对公司 X 及其所在的汽车制造业已存在较多的信用风险暴露。
这一信用风险敞口主要是由中期贷款构成的。从组合管理角度看，银行认为减少
对该公司及行业的风险暴露将对银行有利。
按照传统的信用风险管理方法，银行此时可以在贷款二级市场卖掉部分对公
司 X 的贷款，但这种方法受制于贷款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且很可能损害银行与
公司 X 之间的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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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A 可以利用信用违约互换解决这一问题。银行向第三方买入信用违约
保护，转移公司 X 的信用风险。这一安排不受贷款二级市场流动性的影响。银
行所需支付的信用保护费用可以有两个来源：其一，由于对公司 X 的风险暴露
较多，基于风险收益匹配原则，银行 A 向公司 X 收取了较高的贷款利息，可以
将此利息的部分用作信用保护费用支付；其二，银行 A 也可以通过卖出信用保
护来弥补这一信用违约互换的成本，卖出信用保护合约中的参照实体可以是银行
目前不承担信用风险或风险暴露敞口较少的实体。这可能进一步改善银行整个资
产的风险收益状况。需要注意的是，银行在进行信用违约互换之前应考虑交易对
手的信用风险状况。
例 3：利用信用违约互换进行监管资本管理
假设公司 X 希望申请一笔 1 千万美元的贷款，并支付利息 LIBOR+40 bps。
有两家银行愿意提供贷款：信用评级为 AA 级的银行 A，其融资成本为 LIBOR-20

bps，信用评级为 BBB 级的银行 B，其融资成本为 LIBOR+10 bps。假设这两家
银行均遵守监管资本要求，对风险资产持有 8%的资本金。对公司 X 贷款的风险
权重为 100%，而对经合组织成员国银行的风险权重为 20%（银行 A 和银行 B 均
属此列）。
设 LIBOR 利率等于 6.00%，若银行 A 和银行 B 分别发放这笔贷款，则其可
能的收益见下表：
表 5.1 不进行信用违约互换时银行 A 与银行 B 的收益
银行

A

B

利息收入

$640,000

$640,000

利息费用

-$533,600

-$561,200

净利息收入

$106,400

$78,800

动用资本金

$800,000

$800,000

资本收益率

13.30%

9.85%

注：两家银行均动用资本金$10,000,000 × 100% × 8%=$800,000，贷款融资费
用为贷款本金超出动用资本金的部分乘以各自的融资利率，即分别为

($10,000,000 - $800,000) × (6.00% - 0.20%)和($10,000,000 - $800,000) × (6.00% +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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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设这两家银行安排如下交易：由信用评级较高的银行 A 向公司 X 发
放贷款 1 千万美元，随后与银行 B 进行一个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由银行 A 向银
行 B 支付信用保护费用，将公司 X 贷款的信用风险转移给银行 B。
这样的安排的实际上是由放款成本较低银行 A 进行贷款融资，而贷款的信
用风险由银行 B 承担。假设银行 A 向银行 B 支付的信用保护费用为 40 个基点，
则这种安排下两家银行的收益情况如下：
表 5.2 进行信用违约互换后银行 A 的收益情况
利息收入

$640,000

利息费用

-$570,720

净利息收入

$69,280

信用违约互换保险费

-$40,000

净收入

$29,280

动用资本金

$160,000

资本收益率

18.30%

收益率变化率

38%

注：由于风险权重从 100%下降到 20%，须占用的资本金从$800,000 减少到

$160,000 ($10,000,000 × 20% × 8%) 。 从 而 贷 款 融 资 费 用 变 为 ($10,000,000 $160,000) × (6.00% - 0.20%) = $570,720。
表 5.3 进行信用违约互换后银行 B 的收益情况
信用违约互换保险费收入

$40,000

资本金利息

$46,400

净收入

$86,400

动用资本金

$800,000

资本收益率

10.80%

收益率变化率

10%

注：假设资本金可以 LIBOR–20bps 的利率进行投资，即资本金利息为

$800,000 × (6.00% - 0.20%)=$46,400。
由此可见，两家银行均可以从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中收益，其资本收益率均有
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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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内含信用违约互换的合成产品及其应用
不断创新和日趋复杂是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的一大特征。在这样发展迅猛的市
场中，信用违约互换之所以成为最受欢迎的信用衍生产品，不仅是因为这种信用
衍生产品形式是资产管理者选用的独立运行产品中最常用的一种，而且还因为它
也是合成证券化中最广泛使用的一种形式（目前有 70%左右的合成证券化产品内
嵌信用违约互换）：利用信用违约互换这种相对标准的基础信用衍生产品，可以
根据交易双方的需求，创造出风险收益特征各异的组合产品，信用联结票据

(Credit Linked Notes/CLN)和合成债权抵押工具(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CDO)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据英国银行家协会(BBA)2002 年的市场统计数据，
这两种产品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所占的份额分别为 12%和 20%，且其交易量一
直保持高速增长。下面，本节将就这两种产品进行具体介绍。
一、信用联结票据
信用联结票据(credit linked notes/CLN)是信用衍生产品的证券化形式，它将信
用衍生产品内置于固定收益证券中，从而实现参照资产信用风险的分离和交易，
其中使用最普遍的内嵌产品是信用违约互换。
以银行作为信用联结票据的发行人为例，银行以贷款作为参照资产发行票
据，投资者向发行人购买票据并定期接受利息，如果在票据存续期内无信用事件
发生，则票据的到期日，发行人以面值赎回票据，如果票据存续期内发生信用事
件，票据将以低于面值的金额赎回，损失额相当于信用保护卖方在信用违约互换
中的损失赔偿部分。其基础构造见图 6.1。
若无信用事件发生，则支付本金
若有信用事件发生，则支付本金扣除信用损失额
银行

投资者
利息

票据本金

参照贷款

图 5.1 信用联结票据基本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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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者角度看，信用联结票据的投资者无须进入现货市场，就可以直接复
制债权类工具的信用风险头寸。投资者收到定期支付的基准利率附加若干基点，
基点数是投资者承担信用风险的补偿，体现了发行人和参照贷款的信用质量。投
资者购买信用联结票据面临的两种风险，一是发行人的违约风险，二是参照贷款
发生信用事件的风险。
与未证券化的信用违约互换相比，信用联结票据是信用违约互换合约与资本
市场证券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投资工具，投资者通过投入资金购买信用连接票据获
得相应的参照贷款收益索取权。这种新型投资工具使得信用违约互换的信用保护
卖方扩大到整个资本市场，可以将信用风险分散到更大的范围。
银行作为信用联结票据的发行人，可以获得的好处有：
（1）信用联结票据结构可以对冲和转移信用风险，而且银行通过发行票据
得到相应的资金，不必承担投资者的交易对手风险；
（2）信用联结票据为银行创造了融资渠道；
（3）银行免除了监管资本要求。
而投资者持有信用联结票据主要动机包括：
（1）投资者以持有票据的方式进入了原本存在进入障碍的市场，回避了如
贷款市场的管制、维持客户关系的成本等问题，票据的可分割性和期限的灵活性
亦使得市场中的投资散户分享到对信贷资产的投资机会；
（2）票据本身的债务工具性质可以吸引那些受到投资限制的机构投资者，
如：一些共同基金要求不能持有金融衍生品，某些国家规定保险公司不能进入衍
生品市场等；
（3）持有票据收益高于直接购买发行人的普通债券（因为持有人同时承担
了参照资产的信用风险）。
信用联结票据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如发行人面临的基差风险、操作风险，
投资者还要承担发行人和参照资产的双重风险。此外，对信用联结票据双重风险
进行定价的模型的可靠性和难以获取有关数据，也是市场发展初期的障碍之一。
二、合成债权抵押工具(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CDO)
合成 CDO 是合成证券化结构的一种，是相对于传统的现金流量 CDO 而言的。
与传统资产证券化形式不同，合成 CDO 结构进行证券化的对象是资产的信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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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而非资产本身。它利用信用衍生工具，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将参照资产的信用
风险转换为可交易证券。下面，我们介绍以银行贷款为债务支撑工具的合成 CDO
形式，即合成 CLO(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s)。
合成 CLO 是一种结构化交易，通过一个特设载体结构，发起银行使用信用
衍生产品转移特定贷款池的信用风险，而标的贷款池中的贷款法定权益并不转
移。发起银行用以转移信用风险的信用衍生产品可以是融资性的，如信用联结票
据，也可以是非融资性的，如信用违约互换。目前，发起银行和特设载体之间使
用最多的信用风险转移结构是信用违约互换。
合成 CLO 的投资者通过购买特设载体发行的票据承担标的资产池的信用风
险，特设载体发行的票据募集的资金可用来购买高信用等级的担保品，也可直接
作为信用联结票据的购买资金。银行通过特设载体按照不同的风险/收益档发行
债券，债券的信用等级由特定的交易结构、标的组合的信用质量和债券的期限、
优先次序等因素决定，并可以使用超额担保等信用增级技术提高债券的信用等
级。合成 CLO 的信用风险转移过程图 6.2：
转移信用风险

转移信用风险

发起银行

信用违约互换

国债

贷款参照资产

现金

担保品
（国债）

SPV
特设载体

债券

现金

投资人

优先档债券
中间档债券
次级档债券
类股权类档债券

市场交易对手

图 5.2 合成 CLO 基本结构示意图

在以上合成CLO结构中，特设载体的主要作用有：（1）产生一个具有破产
隔离（Bankruptcy Remote）作用的高信用等级投资载体，使投资人免受发起银行
信用事件影响，如果银行破产，所签订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可以被转给银行资产
的接受方，特设载体仍然有责任履行合同，当然，如果银行或接受方终止信用保
护费用的支付时，特设载体可以终止信用违约互换合同的义务；（2）发起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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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构造不同的风险/收益档位，满足投资者的不同风险偏好；（3）特设载体和
发起银行可以享受不同的税收待遇、司法管辖，比如：离岸特设载体可以规避母
国对证券化转移风险结构的暂时性法律真空对发展风险转移机制的制约。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简化的例子来更好的理解合成CLO的交易机制：一个1
亿美元的特设载体由8千万美元的优先债券、1千8百万美元的中间档债券和2百万
的次级档债券组成；所有债券为3年期，并由发起银行持有次级档债券。发行所
得的收入用于投资无风险的3年期国债。与此同时，特设载体与银行签署一个信
用违约互换合同，参照资产是银行用作抵押的1亿美元资产（由贷款组成）。特
设载体作为信用保护卖方从银行获得信用保护费的支付；交换的条件是特设载体
承担参照贷款的信用风险，特设载体将用到期的国债收入支付合同所指资产的可
能损失，并以国债收益和信用保护费用收入的现金流支付当期发行票据的应付利
息。
假定在第三年末参照贷款的未偿率为3%，即资产的违约损失为3百万美元，
则特设载体从到期1亿美元国债的回购收入中，提取3百万美元作为信用违约互换
中的违约偿付额支付给银行弥补损失，再拿出8千万美元支付给优先档债券的持
有者，其余的1千7百万美元付给中间档债券持有者。在此结构中，银行即次级档
债券持有者在偿还/回购的次序最后，承担最初损失部分的信用风险（本例中银
行承担的损失为2百万美元），而超过2百万的违约损失部分则依优先次序由投资
者承担（本例中，中间档债券投资者承担了参照贷款1百万美元的违约损失）。
合成 CLO 将信用违约互换与结构性金融结构相结合，实现了信用风险在资
本市场的交易。合成 CLO 结构中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转移参照贷款组合的全部
信用风险，这个信用衍生合约替代了对贷款应收帐款的“真实出售”，避免了传
统贷款证券化中贷款“真实出售”产生的资产实质转移问题，不会影响与贷款客
户的关系和贷款附属收益，也免去了繁复的法律认定程序和税收待遇冲突。与传
统的贷款证券化相比，发起银行使用合成 CLO 转移贷款组合的信用风险，同时
保留贷款组合的所有权，这种安排有诸多好处：
（1）使用信用违约互换结构无需负担贷款真实出售的法律费用支出，也没
有资产交易的相关税负，大大降低了证券化交易成本。
（2）有些贷款合同中有限制转让或未经授权不得处置的条款，信用违约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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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结构不改变贷款的所有权状态。
（3）发起银行转移信用风险无交易对手风险，银行使用信用联结票据转移
风险时会获得投资人的先付资金，使用信用违约互换转移风险时会获得特设载体
提供的全额担保品。
（4）合成 CLO 使银行处置特定类型贷款组合、信用集中度问题或减免资本
金必要量等贷款组合管理问题更灵活，特别是对于一些低信用等级或无等级信贷
资产来说，可以作为参照资产中的一部分，获得对冲和信用保护安排，而若它们
单独出现，则难以被市场所接受。
而对合成 CLO 产品的投资人来说，这种交易带来的好处有：
（1）投资人不需要经过复杂的交易就可以投资特定的资产类型，如投资基
金直接投资合成 CLO 产品获得合成的信用风险头寸，这样，投资者避免了进入
现货市场持有信贷组合的各种操作、管理成本，同样，也避免了进入受限市场的
各类进入成本。
（2）特设载体发行的各档票据可以满足投资者不同的风险收益偏好。
（3）因为合成 CLO 成本低于传统证券化，投资者持有合成信用风险头寸可
以获得交易成本降低带来的收益提升。
（4）在特设载体结构中，投资者不受发起银行任何信用事件影响，而且，
由于特设载体发行票据款项会用于购买高等级的国债等证券，投资的收益性和安
全性都有保障。
作为一种新型结构化产品，合成 CLO 交易也存在一些特殊的障碍：
（1）对发起银行来说，合成 CLO 发行票据金额大，参照资产数目多，产生
较大的操作风险，需要银行有非常完备的操作控制系统；因为参照资产的多样性，
贷款合同的有关条款和信用衍生产品约定的信用事件之间存在不匹配性，资产的
风险并不能完全转移到特设载体中；如果发起银行的某个合成 CLO 结构出现问
题，如信用联结票据的到期支付产生争议或困难，会影响到整个银行的声誉。
（2） 对投资人来说，投资合成资产将暴露于参照资产信用风险和发起银行
违约风险的双重风险之中，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市场，特设载体发行的票据很难
公平定价，而且票据也可能缺乏流动性较强的二级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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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国发展信用违约互换研究
信用违约互换作为目前最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获
得迅猛发展，许多新兴市场化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香港都已开始进入
该市场。目前我国大陆金融市场还没有信用违约互换产品的交易，但由于我国长
期以来依赖银行信贷来为推动经济增长融资，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集中度日益增
加，对新型信用风险管理工具需求非常迫切。

2005年12月12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在《财经》杂志年
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信用衍生产品为银行业提供了全新的信用风险管理方法，
也为社会提供了新的投资工具，银监会对信用衍生产品的创新抱积极态度”。本
章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引入信用违约互换产品进行探讨。

第一节 以银行业为基础的中国金融体系现状分析
一、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重要地位

20 余年来，中国金融改革致力于建立结构合理、功能齐备的金融体系，发
展资本市场也成为近十多年来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论及当前的中国
金融体系，仍然是以银行业为主体进行资金配置和承担金融风险的金融体系格
局，银行体系在中国经济改革和金融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和政策导向始终处于金融
体系的主体地位。
首先，从国内生产总值与银行信贷依存度看，银行信贷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
高度相关，银行贷款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
源。第二，从银行资产在金融体系的地位看，银行贷款处于社会融资渠道的核心
地位。银行贷款占企业融资结构的绝大部分，银行类金融机构所持有的金融资产
总量也占整个金融体系的绝大部分。第三，从企业的外部融资构成看，银行贷款
一直保持绝对比重，以 2003 年数据分析，证券类直接融资额只占企业外部融资
额的 7%，银行贷款的比重则达到 90%以上。①
以上分析充分显示出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在支持中国经济改革和
①

数据来源：张育军，《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研究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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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面的重要性，银行体系的信贷政策导向将是国家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
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银行信贷资产管理问题
由上文分析，银行业和信贷资产处于我国金融体系中垄断地位，银行放贷业
务产生的信贷资产质量问题就成为影响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
传统上，银行通过在发放贷款环节甄别借款人信用度和偿债能力，并借助于
贷款审查和跟踪管理、持有贷款担保品和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贷款信用等级管
理和额度管理、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等方式，管理放贷业务的信用风险和消化信
用损失。但长期以来，这些管理信用风险的方法一直处于有限作用的状态。一方
面，绝大多数企业依赖银行贷款解决发展资金，这种企业外部融资结构意味着企
业的微观经营损失和国民经济漏损将主要由提供资金的银行分担。因此，银行承
担的信用风险不仅取决于借款企业的特定风险特征，更普遍的是，企业经营的基
础经济环境变化是诱发贷款信用风险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银行体系的信贷资
产质量显著的受到一些影响金融资产长期平均回报水平的系统性因素影响。经济
景气循环、行业/产业周期变化、外部冲击事件等影响一国基础经济金融环境稳
定性的系统性因素，对银行贷款的违约概率分布有显著影响。
对于处于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时期的中国金融体系，基础经济金融环境不稳
定程度相当高，企业改制和企业经营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微观层面的风险进一
步加大，而股票市场不仅跨域风险分担作用有限，市场初级阶段的投机性往往加
剧基础环境不稳定性，并导致更严重的银行资产质量恶化。这种基础经济金融环
境进一步局限了银行管理信贷资产的有效程度，缺乏积极管理贷款风险的有效途
径，成为中国银行业实现稳健经营和发展面对的主要困境。
（2）银行体系不良贷款分析
在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银行体系不良贷款问题十分严峻，已成为制约银行
业发展的重要问题。1994 至 2000 年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 7 年
增长，达到 29.2%，1999 至 2000 年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 1.6 万亿元因
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性体制性因素而形成的巨额不良贷款。但到了 2003 年，仅

- 42 -

信用违约互换及其应用研究

四年时间，主要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又上升到 2.44 万亿元。①中国银行业不断生
成高额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缺乏积极管理信贷资产组合的市场化渠道，大量的信用风险集中于银
行体系，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银行放贷业务集中的信用风险缺乏市场
化安排，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基础金融环境是银行难以实现积极管理信贷资
产组合的策略，成为银行体系不良贷比率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由于
股票市场十余年来的发展并未真正解决国有企业改制和实现企业股本市场化安
排，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仍承担国家重点企业 90%以上的贷款和国有重点建设项目

75%以上的贷款。②在这种外部约束条件下，仅凭改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
制，并不足以使银行业摆脱信贷资产经营困境。
第二，缺乏多种市场交易渠道处理不良资产，处置不良贷款存量部分（剥离
贷款）成效不明显。不良资产不能尽快通过市场配置转入正常运行状态，大部分
资产折损严重。
第三，缺乏多元化的投资产品，机构投资力量发展壮大还有待时日，资本市
场公平竞争格局难以形成。一方面，银行体系集聚了金融体系绝大部分金融资产
而不能进入金融市场交易渠道，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存在产品结构不合理、过度
投机行为等问题，机构投资力量难以在有限的运作空间内积极管理投资组合。

第二节 引入信用违约互换对我国金融业效用分析
近 10 年来，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管理手
段和投资产品结构的巨大变化，成为构建有效率金融体系的重要结构创新。现阶
段，这一创新活动多局限于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活动范围，但它也为如何提高我国
以银行业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带来了思路与启示。作为银行积极管理贷
款信用风险的有效工具和投资者管理投资组合的低成本方案，引入信用违约互换
这一基础信用衍生产品将为突破现有的中国金融体系基础金融环境的局限性、积
极管理银行信贷资产和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提供新的途径。

①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www.pbc.gov.cn 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
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
②
资料来源：2003 年 5 月 29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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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信贷资产管理方面，利用信用违约互换合约能够分离银行贷款信用风
险，改变了信贷资产的流动性特征，成为银行转移贷款信用风险和投资者获得贷
款或有收益索取权的低成本交易方案，并成为替代银行贷款直接交易的低交易成
本工具。信用违约互换产品的交易定价机制也促进了贷款信用风险的公平定价，
通过信用违约互换及其更高阶段的合成产品的交易，以封闭的、不流动的、相对
垄断的银行信贷资产方式存在的金融资产，得以转换为资本市场上开放的、具流
动性的、交易公平定价的标准化票据型金融资产，银行贷款在不转让贷款法定权
力的约束条件下实现了信用风险转移。
二、对银行业而言，信用违约互换以场外交易合约的灵活构造和低成本交易
方式，有效地扩大了银行管理风险资产组合的操作空间。银行不再只产生贷款和
集聚信用风险，而是可以通过信用违约互换及其结构化产品介入解构、重组、分
销信贷资产信用风险的金融活动，通过积极推进信用违约互换及其合成产品交
易，以表外持有的贷款合成资产或信用损失或有补偿安排积极管理信贷资产组合
的风险收益特征。信用违约互换及其合成产品将可以改变银行业“发放贷款—持
有到期末”的信贷资产管理方式，有效地解决困扰银行放贷业务的贷款集中度问
题和贷款存续期间信用质量变化问题，改变信用额度、风险资本金必要量等银行
传统资产负债管理做法对扩大放贷业务市场份额和提高资本收益率水平的限制，
实现更为灵活有效的资本运营安排，成为提高银行总收益水平和跨期风险分担能
力的重要途径。
三、信用违约互换产品不仅为银行提供了管理风险的新方式，同时为非银行
金融机构投资者在无须持有资产和管理资产条件下，创造了新的、收益可观的信
用风险暴露机会和更加有效的资产组合风险管理方法。
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由于其资金来源大多
是股本、定期存款等非流出性负债，在贷款的持有上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但非
银行金融机构投资者外部缺少贷款市场的客户来源，内部缺少运作贷款的人员设
施，并受法律规定的限制，往往不能直接进入贷款市场。通过信用违约互换，投
资者可以方便地进入这一市场,不必直接持有信贷资产而承担信用风险敞口，为
非银行机构提供了获得新型金融资产和动态管理风险资产组合的有效途径，使机
构投资力量获得了快速发展的空间。更进一步地，在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发育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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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后，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内含信用违约互换结构的合成票据，不仅能够有效
的改善资本市场的风险资产结构，实现市场扩容，而且可以提供大量低交易成本、
满足投资者特定需求的投资产品，进一步扩大机构投资力量的组合管理空间，使
之成长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投资力量。
总之，对于我国这样以银行业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而言，银行体系使用信用违
约互换以及合成产品管理信贷资产组合信用风险的过程，无疑也是积极管理整个
金融体系庞大的信贷资产的过程。由于有强大的银行体系的积极参与以及银行信
贷资产的支持，这一过程所形成的信用违约互换及其合成产品市场能够以发展金
融机构间交易市场为切入点，充分发挥传统的银行业和银行信贷资产的绝对优
势，不仅为银行业管理信用风险提供了新方法，也能有效的调整资本市场产品结
构和扩大交易规模，进一步推动机构投资力量的发展，形成资本市场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有效联结以传统银行业为中心的机构投资力量和资本市场，引导资本
市场进入良性运行轨道。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将进一步改善金融体系的基
础环境，提高各类金融机构管理风险和实行组合管理的有效运行空间，从而可以
提高我国金融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节 我国建立信用违约互换产品市场实现途径
信用违约互换的运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系统工程，发展
信用违约互换市场需循序渐进，逐步进入。发达国家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产生和
发展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政府推动下，引
进发达国家交易机制和交易模式。基于我国现状并借鉴国外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
发展经验，本节提出发展我国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实施路径：一方面是信用违约
互换市场内部建设，包括制订相关的法规与建立监管体系，确定信用违约互换的
交易主体，确定信用违约互换的交易制度等等；另一方面同时建立适应市场运作
机制的外部环境，如债券市场的发展、信用评级机构的完善、信用文化的建设等。
一、 建立信用违约互换产品市场
（1）做好发展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必要准备。信用违约互换的构造灵活性、
操作和内控复杂性远高于传统金融工具，在创立信用违约互换市场时，必须面对
的是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监管和法律问题，金融机构、监管当局需要改进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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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保证参与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金融机构能够度量并反映实际风险，控制
复杂交易行为的操作风险。
新加坡、韩国、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信用违约互换业务虽然起步较晚，但
它们借鉴发达国家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中的经验教训，在开始进入该市场时，首先
发布了有关信用违约互换的条例以指导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参与者的操作，防止发
达国家在信用违约互换发展初期出现的法律和监管问题。这里我国可以借鉴这些
新兴亚洲国家和地区对信用违约互换的监管模式和法律规范，建立统一的法规体
系，依法成立监管组织。首先，确定信用违约互换相关信用资产的资本金要求。
银行使用信用违约互换的一大动机是获取监管资本金减免。监管当局在制订明确
的监管规则时应注意到，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对其不宜采取过于
严格的监管措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于包括信用衍生产品在内的风险减轻方法
规定了详细的解释条款，可以作为我国制定监管规则的参考依据。其次，针对目
前信用违约互换的信息、法律问题，在ISDA文本基础上，制订信用违约互换相
关的法律条例：包括确定交易对手的有关金融信息权利，信用违约互换的标准化
合约格式，对信用风险模型和定价公式、会计和税收方面具有模糊性的问题予以
确认等。
（2）建立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市场。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可考虑按以下次序逐
步展开：首先在国内银行同业之间进行信用违约互换交易，重点使国内银行相互
调剂风险头寸，重组贷款结构，降低信用风险集中度。在积累一定经验以后，将
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向国内机构投资者开放，使其通过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参与贷款
市场，从而引进新的资金来承担信用风险。待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国内银行和
金融机构能够熟练运用信用违约互换进行套期保值和风险防范，基本建立起有效
的监管与法律框架，并具备了参与国际衍生市场交易的条件之后，再考虑允许外
资银行和国外机构投资者参与该市场，使我国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与世界信用违约
互换市场接轨。
另外，作为一种场外市场交易产品，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发展初期的核心问题
是如何促进交易进行以提高市场效率。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实施阶段，即合
约的签约阶段和执行阶段。在签约阶段，由于在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发展初期实施
完全的标准化可能有一定困难，因此可根据企业或银行的实际需求和风险收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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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通过合约要素分析，设计满足自身需求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但同时也应注
意简化交易双方对常规性条款的磋商过程，降低交易参与成本。而在执行阶段，
则应通过执行监管规则以及行业自律约束，尽可能减少交易双方对合约执行的争
议，提高交易效率。
（3）建立内含信用违约互换的合成产品市场。在信用违约互换应用的高级
阶段，当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发育较成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结构化交易技术，利
用信用违约互换合约构造可在资本市场交易的标准化证券，使之成为满足更多机
构投资需求，改善资本市场产品结构和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型投资产品。
二、信用违约互换外部市场环境的建设
在建立信用违约互换内部市场的同时还需建立适应其市场运作机制的外部
环境。主要包括债券市场的发展、信用评级机构的完善、信用文化的建设等。
首先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国债市场与企业债券市场，建立品种多样、功能齐全、
利率灵活的债券系列，形成具备一定深度的债券市场，为确保信用违约互换的流
动性与合理定价奠定基础。
其次，发展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信用评估业在我国
仅仅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面临信用评级制度不完善、信用评级运作不规范、缺乏
知名度较高的信用评级机构等问题，评估结果难以得到市场认同。因此，应当发
展我国国内信用评级机构，促进国内评级机构向规范化、统一化和国际化方向发
展，并逐步向国际标准靠拢，为信用违约互换交易提供合理的信用信息，进行科
学的定价。
最后，还要通过加强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开发和培养，更新信用风险管理观念，
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等建设，这样，才能为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创造公平、安全、稳
定、高效的交易环境，促进其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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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信用风险转移创新活动十分活跃。信用违约互换作
为一类新型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在保留资产的前提下，将信用风险从标的资产
中剥离出来，并进行定价，使它能够转移给最适合于承担或最愿意管理这种风险
的投资者。本文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合约设计及应用等诸方
面问题，对理论和实践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和有待进一步深
入研究的地方：
一、对信用违约互换的定价研究目前还是以理论模型研究为主，在这一领域
的实证研究很少。模型需要信用利差等数据来正确反映市场的信用风险、违约清
偿率和偿债能力，而目前给出的数据很难确定市场的实际价格。随着市场数据的
完善，依据更准确的数据估计模型参数，对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将是今后研究的一
个重点问题。
二、目前对信用违约互换定价模型大多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条件
建立的，进一步研究信用违约互换定价模型，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讨如何在我
国现实经济环境下，确定模型参数和模型应用条件，使模型适用于我国金融市场，
是开发适用于我国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本文较少涉及信用违约互换的风险及监管方面的内容，研究信用违约互
换的风险及其市场效用，制订信用违约互换的监管方法是保证其功能发挥的重要
问题，今后应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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