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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以全球具有代表性的37 种股指的周收益率作为资料来源, 以爆发一年多来的美国次贷危机为

背景, 将2007 年4 月～ 2008 年11 月的数据分为五个阶段, 用聚类分析方法研究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股市的

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1) 欧美大部分国家的股市与美国股市密切相关, 在次贷危机经历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五

个阶段, 亚洲一些国家的股市也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 且第五个阶段的影响范围是最广的. 2) 中国大陆股市

在整个过程中都保持着相对较独立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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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全球最受关注的事件莫过于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 次级房屋贷款是指一些贷款

机构向信用记录较差和收入不高的住房按揭借款人提供的贷款 (即次级房贷). 次级房贷初

始还款年的按揭额很低, 加上对低利率的预期和对房地产市场的普遍乐观情绪, 导致美国次

级放贷市场规模日渐膨胀.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追求更多的利润, 投资机构将次级住房抵押

贷款打包证券化, 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大量衍生产品, 包括信贷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被分散、

转移到资本市场, 却没有把与风险相关的准确和全面的信息传递给投资者, 评级机构也未能

准确评估资产风险和及时调整结果,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 由

于美联储自 2004 年以来连续加息, 利率的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 同时美国住

房市场也开始大幅降温, 很多贷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 从而引发次级贷款机构亏损或破

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的金融危机, 并殃及全球. 由于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的资

本管制, 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短期直接影响比较有限,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

天, 其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间接影响不可低估.

沃顿商学院金融教授马歇尔·布鲁姆说道.“某种情况下, 问题终会爆发. 这是一种储蓄

过剩, 泡沫迟早会破的. 问题是这个泡沫怎样破裂. 次级贷款市场中所有的因素纠合在一起,

造就了这场完美风暴, 还有政府政策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们对

危机的认识不断加深, 也不断指出危机产生的原因. 归纳起来, 我们认为造成此次危机的原

因有: 住房贷款过度扩张, 风险控制不严; 金融产品创新过度, 风险不透明; 金融机构杠杆率

过高, 风险管理模式存在缺陷; 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不协调, 监管不到位, 问责不严厉; 中介

机构不够尽职, 财务审计和信用评级有偏差; 金融机构激励过度、薪酬过高, 容易刺激管理者

冒险逐利;“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原则在市场高涨或发生危机时, 严重高估或低估资产价值,



容易造成财务结果失真; 格林斯潘长期推行低利率扩张性货币政策, 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

对金融机构和金融领域之间问题传染及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认识不足, 监控管理薄弱等

等.

危机爆发后, 迅速向国际蔓延, 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这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新的

研究课题. A drian B lundell2W ignall[1 ]研究了次贷危机给美国带来的损失, 并提出通过主权

财富基金作为注资渠道的可能性. Carm en M. R einhart, Kenneth S. Rogoff [2 ]分析了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与二十世纪的其它十八次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危机的异同. 闾海琪[3 ]认为

次贷危机不仅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 也对中国造成影响. 钟伟[4 ]研究了美国次级债市

场的现状以及影响. 何帆, 张明[5 ]分析了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 辛乔利, 孙兆东[6 ]较全

面地分析了从“次贷危机”到“次债危机”的发展过程, 并总结了次贷危机爆发的八方面因素.

本文拟通过聚类分析方法研究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股市的影响. 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利

于我国资本市场及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性见解.

2　研究方法与数据的选取
2.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相应数据进行处理. 聚类法就是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东西, 利用

他们的数据特征, 通过数学上定量的方法将其进行分类. 采用聚类法分析数据具有简洁和直

观的优点.

2. 2　数据的选取

2. 2. 1　股指的选取

全球股指共有八十多种, 为了选取的股指具有全面性、代表性, 同时为了避免信息的重

复性, 这里选取了五大洲的37 种股票指数, 它们分别是: 沪深 300 指数、香港恒生指数、台湾

指 数、日经 225 指数、韩国指数、新加坡指数、马来西亚指数、菲律宾指数、印尼指数、越南指

数、泰国指数、印度指数、澳洲指数、俄罗斯指数、英国指数、法国指数、德国指数、土耳其指

数、匈牙利指数、奥地利指数、波兰指数、捷克指数、卢森堡指数、意大利指数、西班牙指数、瑞

士指数、瑞典指数、芬兰指数、挪威指数、以色列指数、埃及指数、南非指数、美国的标准普尔

500 指数、加拿大指数、巴西指数、墨西哥指数、阿根廷指数.

2. 2. 2　时段的划分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一年多来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07 年 4～ 6 月, 次贷危

机初显, 主要标志是新世纪房贷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第二阶段为 2007 年 7～ 11 月, 危机全面

爆发, 主要标志是标普降低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评级, 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 第三阶段为 2007

年12 月～ 2008 年 1 月, 主要标志是花旗等顶级银行报告巨额亏损和冲减巨额资产; 第四阶

段为2008 年2～ 8 月, 主要标志是投资基金亏损, 金融机构借贷, 公司债违约风险整体上升,

金融市场恐慌情绪形成连锁反应. 2008 年9 月以来危机进入第五个阶段, 主要标志是美国第

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世界各国纷纷注资救

市.

为了全面了解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股市的影响, 这里选取了2007 年4 月～ 2008 年11 月

的周收益率数据 (数据来源见h t tp: öögb. stockq. o rgö) , 并分为五段来研究. É 段: 2007 年 4

～ 6 月; Ê 段: 2007 年7～ 11 月; Ë 段: 2007 年 12 月～ 2008 年 1 月; Ì 段: 2008 年 2～ 8 月.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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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2008 年9～ 11 月.

3　聚类分析结果
É 段: 表1 只列出了从类水平 12 到类水平 1 的聚类过程, 分类数目由CCC 统计量、PSF

伪F 统计量、PST 2 伪 t2 统计量决定, CCC 和PSF 出现峰值所对应的分类数较为合适, PST 2

出现峰值的前一行所对应的分类数较为合适. 从三个统计量的值可判断该段应分为四类, 聚

类树状图如图 1, 该段的特点是中国大陆股指 (沪深 300 指数) 和越南股指各单独为一类, 而

其它 34 种股指分为两类, 一类是亚非国家股指, 另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 (除印

度、南非外) 股指. 这表明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前, 中国大陆股市有独立的走势, 而欧美

国家股市的相关性较强.

Ê 段: 从聚类分析结果的树状图 (见图2) , 可知该段聚类分析结果与É 段基本一致. 该特

点表明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 全球股票市场并没有发生不均衡的变化.

表 1　É 段聚类分析结果

图 1　É 段聚类分析结果树状图

表 2　Ê 段聚类分析结果

图 2　Ê 段聚类分析结果树状图

　 　Ë 段: 由表3 可知该段应分为三类, 该段的特点是中国大陆股市与亚非其它四国 (马来

西亚、印尼、印度、埃及)股市有相关性, 而与美国股市在一类的除了一些欧美国家外, 又加入

了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和中国台湾, 这表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已经蔓延到了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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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Ë 段聚类分析结果

图 3　Ë 段聚类分析结果树状图

Ì 段: 根据三个统计量的值 (见表4) , 可把该段分为五类, 该段的特点是中国大陆股市单

独为一类, 美国股市与西方其它18 国 (见图4)股市为一类, 这表明美国次贷危机从爆发一直

到第四阶段对欧美国家股市的影响从未间断, 而亚洲国家股市则纷纷随着各国救市政策的

出台而逐渐摆脱危机的影响又恢复了与美国股市相对独立的状态.

Í 段: 由聚类分析的类水平表 (见表 5) 和树状图 (如图 5) , 给段应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中

国为代表的亚非国家 (其中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澳洲、马来西亚、以色列、菲律宾、越南、

印尼、泰国、埃及)股指, 在这一类中, 中国大陆股指又相对独立. 另一类为其它27 种股指, 其

中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士、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股指与美国股指关系更为密切.

这表明九月份以来, 危机更为严重了, 影响的范围也更广了, 而中国大陆股市仍能保持较为

独立的走势—除受周边一些国家股市的轻微影响外, 这说明我国政府出台的各种救市政策

是行之有效的.

表 4　Ì 段聚类分析结果

图 4　Ì 段聚类分析结果树状图

4　结　　论
美国次贷危机是2007 年直到现在全球最为关注的事件, 它的影响范围之广, 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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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深令世人震惊. 本文通过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股市的影响. 结果表

明: 1)欧美大部分国家的股市与美国股市密切相关, 随着次贷危机的影响, 亚洲一些国家 (日

本、韩国、越南、泰国和中国台湾) 的股市也开始以美国股市为风向标, 在次贷危机进入第四

个阶段, 美国股市又仅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股市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二○○八年九月份开

始, 美国股市又开始大面积影响世界其它国家股市, 其范围是最广的. 2) 中国大陆股市在整

个过程中都保持着相对较独立的走势, 这与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同时也说明

我国政府在救市过程中推出的各种政策是非常合理且有效的, 并且我们也不需要根据欧美

国家股市的走势来判断或预测我国股市的走势.

表 5　Í 段聚类分析结果

图 5　Í 段聚类分析结果树状图

尽管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大陆股市仍能保持着相对较独立的走势, 但我们也要看到危

机给我国带来的影响. 前之车, 后之鉴.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风暴, 对世界各国产生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时它也给各国以启示, 对我国而言, 1) 应渐进有效的扭转我国经济对

外依存度过高的局面; 2) 应强化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 有效利用金融衍生产品, 在考虑收益

的同时更要注重风险; 3) 应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执行管理能力,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

4)应提高利率、汇率政策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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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the U. S. subp rim e crisis on global stock

m arket. In th is study, the duration from A p ril 2007 to N ovem ber 2008 w as divided in to five

stages, and 37 typ ical stock indexes and their w eek ly rates of retu rn w 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resource and analyzed w ith the C luster A nalysis m ethod. T he emp irical resu lts show ed

that: 1) T he U. S. stock m arket and tho se of European and Am erican coun tries are clo sely

rela ted. Its influence on the stock m arkets in som e A sian coun tries em erged during the 3rd and

5th stages, and the impact of the 5th period w as the w idest. 2) T he stock m arket in m ailand,

Ch ina, m ain ta ined a rela t ively independen t trend th roughout th is crisis.

Keywords: 　subp rim e mo rtgage crisis; cluster analysis; global stock 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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