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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球化時代與衍生金融產品風險 

 

 
衍生金融產品在新全球化時代出現了迅猛發展﹐也帶來了目

前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的新危機﹐如何認識這種危機產生的根源和

影響﹐已經成為各國學者的共同責任。 
 

 
第一次全球化時代是從 19 世紀初到 20 世紀初﹐其特點是宗

主國向殖民地國家輸出資本開發資源﹐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和商

品輸出國﹐投資的六成以上是資源開發與相關的道路﹑港口建設﹐

國際貿易的六成以上是初級產品。 
第二次全球化是二戰後在發達國家之間﹐投資是在發達國家



之間流動﹐投資方向是水平分工的產業鏈﹐貿易的主體是工業製

成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是垂直型貿易﹐即出口工業

製成品﹐進口初級產品。同時﹐這一時期是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化

完成期﹐美國在 50 年代中期﹐西歐國家和日本在 70 年代中期相

繼完成工業化﹐完成工業化的標誌就是服務產出比重穩步提高﹐

成為主導產業。 
在前兩次全球化浪潮中﹐雖然特點有所不同﹐比如貿易和投

資的結構發生了變化﹐但從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考察﹐

發達國家作為資本輸出國的地位沒有變﹐發達國家的投資主要集

中在初級產品開發的格局沒有變﹐南北國家的貿易以初級產品與

工業製成品交換的內容也沒有變﹐發展中國家始終處在貿易劣勢。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於 20 世紀 90 年代初冷戰結束後﹐進入

新世紀以來形成了高潮﹐其格局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從投資看﹐

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集中到製造業﹐發展中國家取得了

明顯的貿易強勢﹐表現為持續擴大的貿易順差﹐發展中國家成了

產品輸出國﹐而且也成了資本輸出國。 
在這一時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特徵也在發生改變﹐

資本主義國家已經不再是資本和商品輸出國﹐也不再具有生產過

剩特徵﹐而轉變為資本和商品的輸入國﹐開始呈現出生產不足的

特徵。 
與這個轉變同時發生的﹐是許多長期指導市場經濟運行的基

本理論和規律發生了根本變化﹐例如﹐匯率變動不再是左右貿易

平衡的基本變量﹐歐盟對美國的順差從 2002 年低點到目前已昇值

一倍﹐但歐盟對美國的順差從百億美元增加到千億美元。 
在發展中國家﹐許多經濟運行規律也已發生變型﹐例如在今

天的中國﹐當通脹率顯著上昇的時候﹐人民幣也強勁昇值﹐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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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理論中﹐當一個國家通脹嚴重的時候﹐匯率肯定是貶值。 
我還要指出兩個本次全球化時代的重要現象﹐第一個現象就

是國際資本流動特徵的變化。在前兩次全球化時代﹐只有產業資

本的流動﹐以至於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以前﹐國際金融學還不是

一個獨立的經濟學科﹐而是國際貿易學中的一個分支﹐這是因為

國際資本的流動主要是商品流動的結果﹐但是在今天﹐與國際貿

易和商品生產投資相關的資本流動已經成了“小頭”﹐與貿易和

生產投資無關的國際貨幣資本流動成了“大頭”﹐因為每年的國

際貨幣交易額已高達近千億美元﹐大約是國際貿易額的一百倍。 
第二個現象就是國際衍生金融產品的高速發展﹐衍生金融產

品不是新全球化的產物﹐因為它出現於 20 世紀 70 年代﹐但新世

紀以來的發展速度遠高於以前年代﹐因此與新全球化的格局肯定

相關。例如目前在國際金融市場剛剛露頭的新危機 — 信用違約

掉期產品（CDS）﹐在 2000 年市值才有九千億美元﹐到 2007 年

底就增長到 45.5 萬億美元﹐七年增長了 50 倍。 
 

 
冷戰結束催生新全球化時代﹐在全球經濟融合中﹐南北國家

長期分隔的價格體系開始融合﹐在兩種價格體系的融合過程中產

生了一塊新利潤﹐表現為在發展中國家可以用極低的成本生產出

與發達國家同樣的產品。就是這塊新利潤使傳統經濟學理論失效﹐

例如根據赫~俄模型﹐國際貿易優勢產生的原因是一國的某種資源

稟賦優於他國﹐但是由於發展中國家處在全球生產要素價格體系

的低端﹐發達國家處在高端﹐所以發達國家的所有資源稟賦優勢﹐

包括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優勢都喪失了。舉例來說﹐中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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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土地資源稀缺的國家﹐2006 年城市地價平均不到三百美元﹐

而美國這樣一個土地資源極為豐裕的國家﹐城市平均地價卻是五

百美元。 
在新全球化過程中產生的這塊新利潤﹐使發展中國家獲得了

在以往兩次全球化過程中所未有的貿易強勢﹐但這塊新利潤的來

源是價格體系扭曲的結果﹐在統一的全球市場中﹐這種價格扭曲

導致資源配置扭曲的現象不可能永遠存在﹐市場的力量必然會糾

正﹐這個糾正的過程就是發展中國家生產要素價格昇值的過程﹐

這可以部分解釋中國目前通脹的發生機制。這個過程同時也是貨

幣昇值的過程﹐但是由於匯率變動一般只能在十個百分點上下﹐

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要素差距是幾十倍﹐所以拉平這

個差距要 20~30 年﹐這樣就使發展中國家在新全球化時代的貿易

優勢可以長期保持﹐雖然匯率昇值﹐貿易順差仍會不斷擴大﹐這

就是為什麼匯率與通脹率的變動方向會一致的原因。 
發達國家由於物質生產優勢在長期內喪失﹐產業資本大量向

虛擬經濟領域轉移。安然本來是全球著名的大能源公司﹐但是主

營業務轉向了金融市場﹐在爆發危機的當年﹐即 1999 年﹐傳統能

源生產總值僅佔當年營業額的 3％。通用汽車公司已經連續幾年虧

損﹐但金融子公司卻是盈利企業﹐資產僅佔 3％﹐利潤卻佔到 40％﹐

所以發達國家物質產業優勢的衰落與衍生金融市場的繁榮是一

對“雙生子”。也由此可以斷言﹐新全球化在深度與廣度上越是

向前推進﹐發達國家的貨幣資本從產業領域向虛擬經濟領域轉移

的現象就越顯著﹐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衍生金融產品只有在新全球

化時代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動力。 
目前美國這個當代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走在了從傳統

的產業資本時代向新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 — 虛擬資本主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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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進的前列﹐但歐盟和日本也在步美國的後塵﹐這表現在主要資

本主義國家對主要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逆差都在不斷拉大。例如去

年德國雖然是世界的出口冠軍﹐但是對中國仍有近兩百億美元的

貿易逆差﹐整個歐盟國家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則高達 1700 億美元。

所以歐元的強勢也不可能長期維持﹐歐洲的經濟形態越接近美國﹐

資本越向虛擬經濟領域轉移﹐強勢歐元就越沒有基礎﹐歐元與美

元爭奪世界貨幣霸主地位的過程雖然仍會持續﹐但從長期看由於

與美元同質﹐是不可能取代美元地位的。 
 

 
風險之一﹕衍生金融產品改變了貨幣的性質﹐貨幣與勞動不

再是一一對應關係﹐所以可以無限制膨脹﹐但只要能在金融市場

迅速轉換成現金﹐就等同於貨幣﹐所以這些衍生金融產品本來也

被統計在貨幣口徑中﹐它不是傳統的 M1﹑M2﹐但可能是 M3﹑
M4﹐乃至 Mn。因此﹐貨幣已經不是由發達國家的央行一家在創

造﹐而是由無數個參與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金融機構創造的。 
發展衍生金融產品的本源是為了規避金融市場風險﹐但是當

所有單個金融商品交易都找到避險方式的時候﹐金融市場的風險

反而被放到最大﹐這不僅是哲學和邏輯學﹐也是發達國家衍生金

融產品市場的現實。例如根據有關統計﹐目前有保險覆蓋的資產

支持債券﹑CDO 等約 3.3 萬億美元﹐而所承保的保險公司的股本

總額僅有三百億美元﹐因此只要這些被保險的資產虧損 1％﹐保險

公司就得關門倒閉﹐資產的價值也會一落千丈﹐這就是發達國家

金融市場自 2008 年 2 月以來受保險公司虧損傳聞震撼而再次發生

嚴重動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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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之二﹕衍生金融產品交易高度不透明。目前的金融管理

體系與制度都是根據原有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特徵設計的﹐對 90
年代以來高速發展的衍生金融產品市場既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框

架﹐也沒有有效的監管。例如﹐根據目前美國和歐洲的金融管理

制度﹐衍生金融資產可以不進入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而只有當表

外資產發生虧損的時候才要求計入其虧損額。2006 年﹐美國花旗

銀行的表內資產只有 5700 億美元﹐但資產總額卻高達 2.2 萬億美

元﹐其表外的 1.63萬億美元資產﹐大部分就是資產抵押債券和CDO
等。最近又報出到 2007 年底花旗還持有 7.5 萬億美元的 CDS﹐所

以其在 2008 年 1 月份報出在 2007 年四季度發生 180 億美元虧損

的時候﹐就引起了美國金融市場的強烈振盪。 
風險之三﹕衍生金融產品改變了世界經濟繁榮與蕭條的機

制﹐它擴大和拉長了經濟繁榮期﹐也必然會加重經濟蕭條的程度﹑

延長持續時間。 
衍生金融工具所創造的避險機制的普及﹐極大地促進了各類

金融產品的創造和擴張﹐發達國家之所以可以在物質產業長期萎

縮後仍能長期維持貿易逆差﹐就是因為各種金融產品的膨脹可以

不斷創造出新的貨幣﹐因為是貨幣﹐所以具有購買力﹐所以可以

同發展中國家的物質產品相交換﹐這就使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在

新全球化時代呈現出新特徵﹐即只有需求的增長而沒有供給的增

長﹐或需求增長率遠高於供給增長率。例如美國在 2000~2005 年﹐

經濟年均增長率是 3.5％﹐但製造業增長率年均只有 0.7％。 
但衍生金融產品的膨脹終究不可能沒有限制﹐這個限制就是

衍生金融產品的本源﹐即對實物產品真實的供給與需求能力。次

債危機爆發的原因就是由於房屋抵押貸款的實際負債人失去了償

還能力﹐導致在其之上衍生出來的鉅額金融商品失去了價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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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根據有關統計﹐美國抵押債務與

其相關的衍生金融產品的比例高達 1 比 19﹐即十萬億美元的房屋

抵押貸款所衍生出的 CDO﹑CDS 等可能高達二百萬億美元。據美

國有關機構估計﹐美國房屋抵押贖回權的缺口如果達到 7％﹐美聯

儲就得拿出一萬億美元來救市﹐而到 2008 年 2 月末這個缺口已經

超過了 7％﹐美聯儲剛剛拿出的兩千億美元救市資金真的能堵住這

個天大的窟隆嗎﹖ 
如果衍生金融產品的發展是一個貨幣創造過程和需求創造過

程﹐那麼衍生金融泡沫的破滅就是一個消滅貨幣和購買力的過程﹐

所以目前面臨的金融市場危機﹐一定會導致需求的萎縮與經濟衰

退﹐並且會比以往時期更嚴重。 
日本在金融泡沫破滅後曾經經歷了長達 15 年的蕭條﹐有人說

美國吸取了日本的教訓﹐在金融危機露頭後及時降息和對金融市

場大規模注資﹐所以美國不會發生類似日本那樣的長期危機與蕭

條。但是因為美國以及歐洲的衍生金融產品交易市場高度不透明﹐

誰都不知道別人拿了多少問題資產﹐所以就只能不斷提高交易中

的風險度﹐即縮減交易規模和提昇利率水平﹐這樣就導致在美聯

儲連續降息後﹐市場利率不降反昇﹐與美國基本利率的利差不斷

拉大﹐出現了市場的自發性緊縮。例如 2007 年 8 月次債危機爆發

後﹐到年底倫敦同業拆借利率與美國基本利率的利差迅速拉開到

80~100 個基點﹐而以往只有 20 個基點﹔2008 年 1 月 12 日至 21
日﹐美聯儲兩次降息達 125 個基點﹐但在其後兩週內美國 30 年期

抵押貸款利率卻上昇了 50 個基點﹐而且最近還在上昇。這種市場

的自主性緊縮﹐最終仍會把美國金融和經濟拖到長期衰退的境地。 
風險之四﹕衍生金融產品的發展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也具有

鉅大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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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全球化時代由於發達國家逐步走向虛擬經濟領域﹐世界

物質產品生產的發展與繁榮實際是在靠發展中國家來支撐。表面

看由於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都比較落後﹐似乎發達國家的

衍生金融產品風險不會直接向發展中國家傳導﹐所以也有人說目

前的這場世界性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中國﹑印度等“金磚四國”

可以繼續充當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發達國家在新全球化時代把物質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並

且依靠發展衍生金融產品創造的貨幣需求﹐創造出長期貿易逆差

的基礎﹐從而拉動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這的確是對發展中

國家積極的一面﹐但萬事都有兩面性﹐衍生金融產品的發展對發

展中國家也是如此。 
首先﹐從中國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繁榮期都只能持續

兩年﹐但自 2003 年以來展開的經濟增長高潮﹐到目前已經持續了

五年以上﹐產生這個變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外需的增長率持續

提昇﹐2007 年已相當於新增 GDP 的 23％﹐這在中國國內收入差

距不斷拉大和生產過剩矛盾逐漸顯露的時期﹐尤其顯得重要。但

是如果發達國家金融市場泡沫破滅﹐需求顯著下降﹐中國的經濟

繁榮過程也會被打斷。比如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外部需求來源﹐

按美方統計﹐2007 年中美貿易逆差高達 2400 億美元﹐但是由於在

美國爆發了次債危機﹐2007 年一季度中國對美國出口增長率還高

達 26％﹐四季度就下跌到 12％﹐而 2008 年頭兩個月已進入零增

長。與之相隨﹐2 月份的貿易順差也驟降 64％﹐出口增速只有 6.5％﹐

是六年來最低點。如果 2008 年出口增速繼續下降為零﹐僅外部需

求因素就會使中國經濟增長率從去年的 11.4％下降到 8.5％。 
其次﹐雖然主要發展中國家目前都對發達國家有較大貿易順

差﹐並且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但這些外匯最終還得投放到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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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資本市場尋求保值增值。有人說美元貶值對中國的外匯儲

備是鉅大損失﹐這個觀點不對﹐因為只要人民幣鎖定美元﹐美元

貶值在中國央行的賬面上就沒有損失。真正的損失是來自發達國

家用衍生金融工具創造出了飛速增長的龐大貨幣購買力﹐而中國

等主要發展中國家由於國內沒有衍生金融產品市場﹐也嚴重缺乏

懂得國際衍生金融產品遊戲玩法的人才﹐所以只能購買利率水平

很低的美國政府債和機構債﹐這些債券雖然風險很小﹐但年利率

水平只有 4％﹐與年均增值一倍乃至數倍﹑數十倍的衍生金融產品

相比是天壤之別﹐最終的結果就是所持外幣購買力的大量喪失。

這當然是一場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掠奪﹐背後是金融軟

實力的嚴重不對稱﹐所以就出現了“主權財富基金”這類發展中

國家創立的金融投資方式﹐是發展中國家想通過參與發達國家的

衍生金融產品遊戲來擺脫這個困境﹐但如果是把錢放到別人的口

袋裡﹐讓別人去打理﹐結果可能更慘。例如國投公司剛出海﹐就

在對“黑石”的投資中虧損了近百億元﹐這充分說明了發展中國

家發展本土衍生金融產品市場和培養本土衍生金融產品人才的重

要性。 
第三﹐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衍生金融產品對發展中國家財富

的掠奪不僅來自金融領域﹐也已經向實物生產領域直接擴散。一

直以來﹐期貨的定價是在現貨實物市場的供求關係中形成的﹐因

此是現貨決定期貨﹐但是自 21 世紀初以來﹐這種定價規律已經發

生了根本改變。由於衍生金融工具創造出了龐大的貨幣規模﹐國

際資本已高達幾十萬億美元﹐在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發生動盪後﹐

這些資本就開始湧入期貨市場﹐定價權也開始從現貨領域向金融

領域轉移。由於以往期貨市場所容納的資本額相對於金融市場要

小得多﹐從金融市場流出一個小頭對期貨市場就是鉅額資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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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形成了自新世紀以來國際期貨市場的長期多頭趨勢﹐這就使

承擔世界物質產品生產重任的主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面

臨著不斷大幅度上漲的大宗產品價格壓力﹐這是中國目前通脹形

勢日益嚴重的重要原因。有人說發達國家由於發生金融風暴進入

經濟衰退﹐大宗產品的期貨價格未來一定會下跌﹐我看不是如此﹐

因為發達國家的金融風暴越利害﹐國際資本在金融市場牟利的空

間就越小﹐就越會湧入期貨市場。2008 年下半年當美國進入次債

高峰的時候﹐國際油價上漲到突破 150 美元甚至二百美元﹐我也

不會感到奇怪。同時﹐發展中國家還必須高度關注﹐在發達國家

的虛擬資本把期貨市場金融化與衍生產品化的時候﹐還會繼續把

實物生產領域中所有可以與衍生金融產品沾邊的各種合約方式衍

生產品化。例如各種生產合約﹑運輸合約﹑技術與服務合約等﹐

這不僅會分割走發展中國家的物質財富﹐也會通過發展中國家的

生產成本提昇﹐導致發展中國家的通脹長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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