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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自 $%%& 年 ’ 月爆发以来已经给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和

影响，全球经济更是陷入 $% 世纪 "%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场金融

海啸的“破坏力”至今还未完全释放，全球经济衰退也远未见底。此外，美国应对金融海啸和防止经济衰

退所采取的降息和弱势美元政策也给全球经济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和不确定性因素，甚至可能再次埋下

未来危机的种子。与 ())&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中国不但难以在这场危机中独善其身，而是遭受着

巨大的损失和多方的压力。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界和业界都在积极评估危机可能的影响和分析引

发危机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次贷危机，但从本质上分析，金融衍生化各

环节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才是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的

市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的常态。而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各层级市场参与者的道德风险行为——— 可以

是某些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行为，也可以是某些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甚至可以是整个金融

部门的道德风险行为。早在 ())* 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012 就指出正是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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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仍在蔓延之中，至今仍深未见底。从表

面上看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次贷危机的爆发，但从本质上分析，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衍生

化和虚拟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才是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正是不断虚拟化所引发的市

场信息不对称的加剧为各环节的金融中介提供了道德风险行为的空间；而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的加

剧和叠加则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最终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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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影响：次贷危机的深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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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亚洲金融危机，并提出了解释金融危机的第三代模型$ 分析了道德风险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一直以

来，学术界关于金融市场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还只能算是零星而稀少，缺乏足够的关注。而次贷危机的

爆发，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道德风险行为累积的又一次爆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源于金融中介道

德风险行为的危机却是发生在号称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市场最成熟，金融监管最严密，金融创新最活

跃的美国。由次贷危机的爆发和恶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了：随着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衍生工

具的创新在提高风险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为市场增添了不少难以评估和预测的风险，这使得金融市场的

运行机制和风险管理并不是越来越清晰可控，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而难以把握。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

分析，过度衍生化和虚拟化使得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实际上是加剧了，在监管水平没能

跟上创新步伐的情况下，这又容易诱发市场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引发金融危机。由此本文认为，

正是过度的金融虚拟化和滞后的金融监管诱发了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引发危机的爆发。

一、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化

从表面上看，次贷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美元利率的走高刺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我们知道：

%&&’ 年以来，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下，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在国内和国际的流动性泛滥中不断走高，日益

泡沫化。房地产泡沫的滋生和膨胀使得美国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也使得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呈现出快

速发展的态势。

’(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

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级别：优级贷款、)*+ ! ) 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其中，

次级抵押贷款的对象为信用分数较差的个人，尤其是消费者信用评分（,-./）分数低于 0%&、月供占收入

比例较高或信用记录欠佳以及那些首付低于 %&1 的贷款人，而在以往$ 这些贷款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很

难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但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中介机构

“证券化”的金融创新，催生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次级抵押贷款”这一高风险的信贷品种。%&&& 年

以来，次级抵押贷款在美国增长迅速，在全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比例达到 ’%1 ，约 ’%&&& 亿美元。

%(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进一步衍生化

与优质贷款相比，次级抵押贷款收益率高、风险大，也缺乏足够的流动性。但如果将次级抵押贷款

证券化并进行出售则可以起到转移风险和分散风险的作用。当次级抵押贷款经由证券化形成 234 进而

出售给市场投资者时$ 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房屋抵押贷款机构可以提前收回现金流$ 而与该 234 相关

的抵押资产池的所有收益和风险都转移给市场投资者。但由于次级抵押贷款信用较差$ 其证券化后的

证券品种很难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 这会限制共同基金、保险基金等偏好固定收益类证券产品的机构

投资者对其进行购买。为了提高次级抵押贷款 234 的信用等级$ 房屋抵押贷款机构在投资银行等金融

中介机构的帮助下$ 将次级抵押贷款重新打包，成为发行的资产支持型抵押债务权益 5)34 .6/78的抵

押品!。

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将次级抵押贷款进行再证券化（进一步虚拟化），形成资产支持债券型抵押债务

!所谓的资产支持证券 5)34 8是以其它资产的现金净收入为价格支持而进行的一种证券化过程。而抵押债务权益 5 .6/7 8是一种近

年兴起的投资产品，其特征是购买某种证券池，并以该证券池内的资产和未来现金流为抵押品而发行的一种权益产品。支持 .6/7 的证

券池包括各种企业债券、杠杆贷款和资产支持债券 5 )34 8。而以资产支持债券为证券池的抵押债务权益称为资产支持型抵押债务权益

5 )34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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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抵押贷款出现违约$ 那么偿还顺序为优先级、中间级、底层级和权益级。优先级 %&’ 的购买者一般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

同基金、养老基金等风险偏好程度较低的机构投资者；中间级、低层级和权益级 %&’ 没有获得 ((( 评级$ 一般被偏好高风险的投资银

行和对冲基金持有。

"截至到 )**# 年底$ 证券化贷款已经有 #+ , 万亿美元$ 远远超过美国国库券的 -+ " 万亿美元的规模。

权益 .(/0 %&’12。标准普尔和穆迪等信用评级公司再根据贷款人的资质、获得现金流和承担违约损失

顺序的先后将不同按揭产品 %&’1 进行评级划分：((( 级的为优先级 . 034567 %8911 2，(( 和 ( 级的为中

间级 .:3;;94543 %8911 2，其它更低的 /// 到 / 级为低层级 . 0<=67>549?3 %8911 2，而另有平均仅约 ,@ 债权

为无评级的最低的权益级 . AB<5?C %8911 2，用来最先承受违约损失 . D571? 8611 E53F3 2!。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种分割后再分割的“金融创新”甚至还可能不止一次，于是就创造出了 %&’)，%&’"，⋯%&’4 这样的多

层衍生产品。通过上述巧妙的金融创新过程$ 抵押贷款公司可以迅速回收现金流$ 而次级贷款的风险则

被分摊到购买各级 %&’ 的投资者身上。

"G 次级贷款的证券化反过来加剧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催生了次级抵押贷款及其衍生品的繁荣"。而次级

抵押贷款、房屋按揭抵押支持债券（:/0）和资产支持型抵押债务权益 .(/0 %&’12等信贷金融创新产品

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房价的非理性上涨，但显然，这种利用金融信贷创新导致房价上涨脱离了美国实际

居民消费能力的基本面支持。而在房价上升周期内，次级抵押贷款的隐患也被市场大大的低估，随着美

国利率在 )**, 年后不断走高，美国房地产价格终于在 )**# 年见顶并开始回落。而随着房价的下跌和违

约率的上升，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房屋被收回 . H673F861<73 2 后推入市场再销售，增大了供给；另一方面，由

于信贷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大增、流动性骤降，导致各类按揭贷款和证券化发行活动陷于停止，这又大

大地减少了市场的需求，供求关系的逆转进一步加速了房价的下跌。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整个按揭信贷

和资产支持证券市场陷入混乱和流动性枯竭$ 次贷危机爆发并愈演愈烈。

二、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化过程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

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层层衍生化是一个复杂的金融创新过程，需要各类金融

中介机构的参与：抵押贷款机构发放次级贷款，投资银行进行次级贷款的“包装”和承销，评级机构进行

信用评级⋯⋯。各类金融中介彼此分工且相互合作，每个环节他们都收取相应的佣金和费用，但显然没

有哪一个金融中介对整个衍生化过程的风险控制负责。在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化链条上，作为理性经

济人，每类市场主体所追求的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道德风险问题。而这些道德风

险行为的叠加则引起整个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风险积累和风险放大，最后导致危机的爆发。

IG 贷款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

通过证券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层层叠加的衍生化，按揭贷款的最终的信用风险不再由次级按揭贷

款机构承担，而是由购买各级 %&’ 的投资者承担。在过去没有“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日子里$ 贷款机构

非常关注贷款的质量、借款者的财务状况并与借款者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他们的这种审慎可以有

效地减少这个市场的整体信用风险。而现在由于证券化而带来的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散$ 贷款机构就不

再那么在意借款者将来是否能够按时还款。贷款机构过去以收取贷款利息为主，而现在则依靠回收贷

款的初始费用及在二级市场销售贷款来获取利润；这个市场另一重要的参与者——— 按揭经纪人赚取的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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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在 $%%& 年发放的次级按揭贷款中，贷款机构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的占到 ’%( ，而 $%%) 年该比例为

$)( 。

佣金及费用，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贷款利率、种类、规模，而不是贷款的逾期率和违约率!。

事实上，资产证券化不仅为抵押贷款机构提供了冒险的动机，也为抵押贷款机构提供了冒险的能

力。抵押贷款机构通过发行 *+,、-+,、./0 等一系列证券化产品1 将风险通转移给投资者1 贷款占用的

资本得到释放1 回收的资金可以继续进行放贷1 这相当于在同样的风险准备金和自有资本下1 贷款机

构可以提供更多的贷款。随着贷款机构流动性的增强，传统模式下更多原本不可能得到贷款的次级按

揭贷款的客户也成为了重要的贷款对象。

$2 投资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

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是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和进一步衍生化的主要设计者，他们帮助贷款机构将流

动性弱的次级按揭贷款包装成 *+,（抵押担保证券）以增加流动性。但以次级按揭贷款为抵押品的 *+,
债券评级还达不到最低投资等级 +++，于是投资银行又将 *+, 债券按照可能出现违约的几率分割成不

同等级，打包成 ./0（债务抵押凭证），某些 ./0 甚至可以获得与美国政府证券评级相同的 --- 评级。

需要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但不管其评级有多高，其原生产品的高风险都并没有消除，只是被转嫁和分

散了。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为了获得更多的佣金和手续费收入，不断创造

出更多、更复杂的衍生产品。其中许多 ./0 债券的日常交易量都很小，有些甚至是他们为某些客户量身

定制的，所以其流动性极差，其定价必须依靠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主观假设，这便进一步引入了模型风

险和主观判断风险。特别地，当市场出现恐慌时，这些极度缺乏流动性的产品更容易出现单边行情，价

格便会出现暴跌。这一切都为日后的危机爆发和恶化埋下伏笔。

"2 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

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层层衍生化使得信用关系高度复杂化，对于众多的投资

者（包括部分机构投资者）而言，很难理清各类金融产品之间的关系，信息不对称伴随着金融虚拟化链条

的延伸而变得更为严重，这就导致金融产品定价更加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而对于信用评级机构而言，

它们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利益诱惑：一般来说，评级机构会对每笔业务收取约 # 个基点的评估费。而且

要指出的是：信用评级机构不仅评估信用风险1 而且还参与这一结构性融资产品的构建过程。一般来

讲，发行方会征求信用评级机构的建议或者至少能运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模型进行预构建 3 456 !

7859:8956 ;。这意味着信用评级公司一方面收取咨询手续费1 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产品进行评级1 显然存在

利益冲突的可能性1 很难保证其独立性和客观性。有资料显示：评级机构 <%( 的收入来自发行方支付的

评级费用1 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对结构性融资产品的评级明显高于传统的公司评级。从爆出的越来越大

的次按相关损失和计提中看，评级机构对这些衍生信贷产品的评级模型和标准存在着重大偏差，对于同

一个产品，不但这些机构彼此之间存在的重大的评级差异，甚至这些机构内部不同部门给出的评级结果

也是各不相同。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标准普尔和穆迪等评级机构备受质疑，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评级机构使得次

贷危机恶化。在次贷危机爆发前，评级机构给予了次贷相关债券高信用评级，使得这些债券可以轻而易

举地在市场上销售；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些曾经的高评级债券价值大幅缩水，评级机构不得不迅速调低

!"#$#%&’(



! "# !

⋯⋯ !""#$ %

评级，而当原本所依赖的评级被不断大幅调降，信用评级体系本身的信用也趋于崩溃，而投资者又缺乏

对自身投资的这些创新产品的了解，因而产生的风险厌恶和离场情绪导致了价格更深的下跌，甚至是无

市场价格可询的。显然，就在贷款机构、投资银行和评级公司赚取不菲利润的同时，风险却在市场中累

积起来$ 并由整个市场承担。

三、金融衍生化过程中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

由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金融市场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充斥着次级抵押贷款的各个环节。从

某种意义上讲，在整个次级贷款证券化和衍生化过程中，真正受益人是诸如发行商和承销商这些收取佣

金的中间人 %&’(()*+,- .。这也是这些投资银行、贷款机构乐此不疲地创造各种结构性金融产品的真正

利益驱动所在。严格地讲，评级机构和政府也是这样的中间人。评级机构收取平均 / 个基点的评估费，

而政府则获得大量的房产交易税以及跟随房价上涨的物业税，就这点而言，这场危机的爆发是美国“系

统性金融共谋共犯”的恶果（白钦先，011#）。一个由中间人利益推动而产生的泡沫房市的破灭，遭受损

失的却是普通的购房者和信贷债券市场投资人。

23 金融衍生化加剧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从本质上讲，各类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源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当然，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

的存在$ 从事交易活动的市场主体对交易对象以及环境状态的认识是很难相同的$ 信息不对称是现实经

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但过度的模型化和衍生化则人为地加剧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我们知道$ 在次级

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化过程中，涉及到对抵押贷款池进行复杂的切分，并且只能用金融计算模型来

估计未来 4567 债券的现金流状况，而模型之复杂、评估之繁琐使得即便同为专业机构的贷款机构和投

资银行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他们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诱发信息占优一方的

道德风险行为。随着新产品一层层被衍生出来，原生产品的高风险并没有被消除，反而不断积累和放

大。随着衍生产品创新链的不断延伸，产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最终的投资者与最初的次级抵押贷款人

间的“距离”也越拉越远，信息不对称程度越来越大，从而无法有效地对风险做出正确的评估。

投资者在市场上交易着诸如“&89”、“456”、“459”的金融衍生品，但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并不清楚

他们所交易的产品究竟是基于何物，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更不清楚次级抵押贷款本身存在

的缺陷，因而根本不可能正确评估其中存在的风险。个人投资者是这样，即便是机构投资者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专业意见，但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评级机构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容易丧失客观独立性立场，降低评级标准，而这一切的最终后

果，就是将次级贷款的风险转嫁给整个衍生化链条中处于最底层的信息弱势群体——— 各种“&89”、

“456”、“459”的投资者。

03 金融创新、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是衍生化所引发的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剧为那些积极推进证券化、衍生化的金

融中介提供了道德风险行为的空间；而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的加剧和叠加则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

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事实上，由于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引发的金融危机并非在这次的

次贷危机中才凸显出来。01 世纪 /1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体持续的高通胀、高利率，利率汇率的频繁波

动，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同时也给国际金融市场上资金借贷双方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也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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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各国放松本国的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机构开始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以满足自身

和客户的风险管理需求。随着金融理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也呈现出日益模型化、

工程化、衍生化的趋势。但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金融创新在市场信息不对称且监管不力的情况下，

容易诱发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构、甚至整个金融业三个层面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世纪 &% 年代，美国的储贷危机从本质上讲也是由于储贷协会这一类型的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而引

发的——— 美国存款保险制度一方面容易使存款人放松了对储贷协会的监督，另一方面也诱发了储贷协

会本身的冒险行为，最终引发储贷危机的爆发。与这次的次贷危机不同，储贷危机是属于金融中介这一

层面的危机，集中爆发于储蓄贷款协会和商业银行这两类金融中介，危机的影响也仅限于美国本土。但

同样由于道德风险引发的次贷危机，则是一场金融市场层面上的危机，波及抵押贷款公司、商业银行、投

资银行、评级机构以及各类机构投资者等金融中介，并伴随着金融全球化浪潮，将危机传递至国外，造成

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而我们中国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 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步伐导致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失控

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众多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理论上讲( 证券化和衍生化可以将风险转移给市场上的投资者( 但风险只是被转移

或者被分散( 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正如我们上文所一再强调的，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化所形成的风险转

移和风险分散机制加剧了抵押贷款机构的道德风险( 次级贷款层层衍生化后带来的市场流动性模糊了

风险承担主体的界限。而正是通过这种证券化和层层衍生化，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可以迅速在各个市

场和各类型金融中介中传递( 使其更具破坏性。在衍生化的各个环节中( 抵押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之

间、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之间、投资银行和机构投资者之间等( 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

化，每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在市场监管不力的情况下，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道德风险

行为而得不到有效地制约和监控。没有哪个市场主体有激励且有能力对整个衍生化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行为进行评估和监管，而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却表现为“心有余而力不足”，金融创新已经超越了他们的监

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不断积累，危机的爆发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和一点火花。

四、结论和启示

次级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产品是一种市场创新，它部分地解决了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也为金融机

构（包括贷款机构、投资银行和信用评级机构等）带来了丰厚利润，在当时来看的确是一种“多赢”的帕累

托改进，但仅仅是“当时”！由于各金融机构能通过对资产分拆打包将风险迅速转移出去，从根源上促使

金融机构降低了对信用风险的要求。但客户结构劣化必然导致该行业的潜在风险不断累积加大。从本

质上讲，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只是将风险押后，高成本地提前透支了无风险收益。而随着次级抵押贷款

的证券化，信用风险只是被转移，而不是被消灭。而风险的押后并不是无成本的——— 风险押后并不是在

时间轴上的等量移动，而是附有“时间成本”的，只不过此处的时间成本并不是因为资金的时间价值而产

生，而是“绑架”了特定外部环境而产生的，所以“仅仅在当时”来看的确是“多赢”的帕累托改进。在次级

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化过程中，各类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相关金融产品

不断吸纳各种风险并不断地将风险向整个金融体系扩散，名义上、表面上的风险分散、风险转移和风险

押后，都是以未来风险加大甚至系统风险提升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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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否认金融创新对于促进金融市场效率的意义，也认同金融衍生

工具对于改善市场风险管理的作用，但从这次波及全球且影响深远的次贷危机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了：金

融体系内过度的衍生化和虚拟化容易加剧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监管当局的监管

水平没有相应提升的情况下容易诱发各市场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使衍生化过程不但没有更好地

分散风险，反而是加剧了风险，并随着衍生链条的蔓延，渗透到金融体系的各个领域，引发系统性的风

险。因此，在金融日益衍生化、金融日益虚拟化的浪潮中，市场监管主体的监管能力应该赶上金融创新

的步伐，换句话说应该将金融衍生化的范围，金融虚拟化的界限控制在自己的监管能力范围之内。尽管

这样，可能会影响金融中介金融创新的效率，但却能够让金融创新更有序，金融风险更可控，金融体系更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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