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歐洲期貨交易所結算公司（Eurex Clearing）

營運與風險管理介紹
⊙歐交所提供
歐洲期貨交易所結算公司（Eurex

合CPSS-IOSCO規範，因此歐交所結算公司

Clearing），作為市場交易的中央對手方

被國際上認可為完全遵守金融市場架構原則

（Central Counterparty, CCP）每天處理超過

的結算所。

千萬筆，龐大數量的交易使CCP面對不同財

本篇文章的主旨在探討歐交所結算公司

務、營運上的風險，也因此各家結算所皆擬

的風險管理模式，此架構充分反映並管理著

定嚴格的風險管理制度並致力提高市場的整

每日市場可能遇到的所有風險。中央對手方

合性、透明性、效率性與安全性。其中，交

長久以來皆為市場參與者賴以交易結算，甚

易對手方的信用風險（Credit Risk）是結算

至在交易對手方違約的情形之下仍保證交易

所面對最主要的風險，除此之外，各有許多

的完整。這些都絲毫不差地被結算公司的規

財務或營運風險挑戰著結算所的日常營運。

章制度的涵蓋，且被視為最佳的市場模式，

自2014年4月10日起，歐洲期貨交易
所（下稱歐交所）結算公司獲得歐洲市場

相較於傳統的店頭市場，結算所提供安全與
穩定的交易平台。

架構監理（European Market Infrastructure

一般來說，結算所為風險管理者，而非

Regulation, EMIR）核可成為受認證的中央

風險承擔者，除非在極端情況，如會員的嚴

對手方。經EMIR認證，即代表歐交所結算

重違約導致結算所必須自行吸收會員的風險

公司完全符合第三代巴塞爾協定（BASEL

部位，而結算所會在承擔部位之後，迅速、

III）中關於資本適足性要求的規範。而2012

有效率地於市場進行部位了結。

年4月，歐交所結算公司也自主地完成國際

一個結算公司所涵蓋的市場與結算的產

支付與結算系統委員會Committee on Payment

品越廣泛、多元，可使市場參與者充分享受

and Settlement Systems, CPSS）以及國際證

高效率的保證金，進而提升資金的效率性，

券管理機構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而歐交所結算公司提供以下市場產品的結算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的適足性

服務。

評估，評估結果顯示歐交所結算公司完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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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性資格
•

歐交所

•

歐交所債券平台

轄，所謂合格是指適用歐盟或是瑞士金融市

•

歐交所鉅額交易市場

場法規，亦或等同效力的法律規範。除此之

•

歐交所回購平台

外，公司須有能力提供客戶與交易有關、必

•

證券融資

要性的短期信用額度，且可於註冊國家內收

•

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

取客戶的擔保品（包括現金與證券）。最

•

愛爾蘭證券交易所

後，會員的效力只於歐交所結算公司提供業

結算會員公司必須受合格的監管單位管

同時，客戶資產保護也是歐交所結算公
司致力的目標之一，透過不同的資產區隔模
式滿足買方機構、賣方機構的交易需求。

務的國家生效。

營運性與技術性資格

初始保證金與變動保證金每日進行支付

為了確保良好的業務運作，每一個結算

結算以確保市場參與者僅需提供持有部位要

公司內須確保任一時間內有至少一位合格的

求的擔保額，也因此中央對手方緊密地監控

結算業務人員，以應付日內的保證金追繳以

每一個交易、每一個部位的風險變化；透過

及其他突發狀況。同時，會員公司須有足夠

整合買賣雙方的部位，中央結算公司大幅降

的系統設備與技術以完整地記錄、處理監督

低市場參與者彼此之間的連結，但同時將會

逐筆交易，並自動計算保證金與提出追繳保

員納入極端情形之下流動性的潛在提供者，

證金的可能需求。

並成立違約基金做為市場重大違約時的急難
基金，由中央結算公司管理。

而每一個結算會員須確保連接至歐交所
結算公司系統設備的穩定性，且具有技術人
員提供及時性修復作業。

會員申請

最後，結算會員的申請須證明該公司具

嚴格的會員申請審核標準是風險控管的

有可供存放保證金擔保品的現金或證券帳

第一道防線並保證僅有具備充分營運能力與

戶，若其結算執照業務牽涉實物交割的商品

優良信用的公司才可加入。因此，歐交所結

契約，則需額外證明具有可做為實物交割的

算公司的會員具有良好的信用品質也減少共

結算戶頭。

同違約基金的可能性。欲申請結算會員的金
融機構必須提供文件證明符合不同領域的條
件（如圖1）。

財務性資格
各結算會員在正式獲得結算執照之
前，將會受到全面性的信用風險測驗。對
於銀行類結算會員的衡量，將以美國的
駱駝信用評級指標體系（CAMELs rating

圖 1：歐交所結算公司結算會員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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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y），同時考慮以下因子：

封面故事
•
•
•

資本適足性：考量銀行不同的資本比

風險評估並且只有當買方提出足額擔保品，

率。

才會履行買賣合約。同時，透過日內的保證

資產品質：主要測驗該銀行資產帳面價

金補繳系統，使歐交所結算公司的日內信用

值減損比例。

曝險降至最低程度。（見圖3：保證金補繳

管理能力：銀行重大訊息透明度與是否

程序）

足夠公開。
•

獲利能力：該銀行各年度成本與收入比
率。

•

資產流動性：比較銀行儲蓄金額與放貸
比率。

•

風險敏感係數：主要評估該會員負債對
於利率的敏感度。

會員資質的持續監督
正式獲得執照的會員仍然受到歐交所各

一旦系統監測出結算會員持有保證金不

式值化與量化的指標監督，各會員承作任一

足的部位，歐交所結算公司會立即通知該結

商品契約結算前必須經過縝密的評估，衡量

算會員於三十分鐘之內採取行動，選擇出清

該會員是否具有足夠業務能力進行該產品的

該部位，或是補繳保證金。若是三十分鐘之

結算並風險承擔能力；此外，於中央交易對

內，該結算會員未採取適當措施，歐交所結

手方的風險及任何不利的市場因子皆在考慮

算公司將直接從該會員的現金帳戶提出對應

範圍。

金額以補足保證金短缺部分。而結算會員可

歐交所結算公司發展出一套全面性的風

以主動地為非結算會員設定最高風險胃納

險管理框架以有效偵查、監督與降低風險。

量，作為預先風險保護的措施實行以管控非

（如圖2：風險監督模型）

結算會員的風險。一旦超過預先設定的胃納
量，非結算會員的交易將會“延遲“甚至
“中斷“直到結算會員主動解除該限制。

圖 2：全面性風險監督模型

實時風險管理
歐交所結算公司利用全球最先進的技術

最後，歐交所利用壓力測試等風險管理
工具監測每一個結算會員的潛在風險。

部位監控與限制

進行保證金要求的計算，並確保會員隨時皆

結算會員的信用品質亦同樣地受到嚴格

繳付充足的保證金卻不過度擔保或犧牲過多

的監控，頻率最少為每年一次。各會員的信

資產流動性。在鉅額交易上，會執行交易前

用等級將影響其可承作的交易對手方的選

Taiwan Futures No.6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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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低信用等級的會員將不會被互相配對交

而相對限額則是確保單一資產於擔保品組合

易，以避免造成額外的風險敞口。

的比重不超過一定的水平。

信用限額應用到兩層面上，視各會員交

針對結算會員，集中度限額同時也確保

易商品組合而定，一是單一會員可以存入的

該結算會員收取客戶保證金的分散程度、違

最高保證金額度，二是單一會員產品組合可

約基金的組成分散於不同結算會員以及不同

曝險的最大名目價值。信用限額區分為集

商品的未平倉部位分散於不同結算會員。

中度限額（Concentration limit）與錯向限額

同時，歐交所結算公司，作為中央對

（Wrong-way limit），集中度限額主要考量

手方，處理違約證券時，由於交易其中一方

各商品組合的流動性與信用品質，而錯向限

違約之後所引發的信用評等大幅下滑，證券

額則額外將結算會員持有的產品組合與該會

價格也隨之下降，因此部位原有的帳面價值

員的信用等級關聯程度納入評估。歐交所結

迅速減損，此一連串的事件稱之錯向風險

算公司假設當部位曝險額度超過市場胃納量

（Wrong-way risk）。面對錯向風險歐交所結

的時候，擔保品或是產品組合的風險將迅速

算公司所採取的首要措施，是避免結算會員

累積，因此，市場需求也是信用風險的重點

（通常為銀行）利用自身發行的證券做為擔

評估因子之一。

保品存入保證金帳戶（或價格高度相關之證

假設交易的其中一方違約事件確立，則

券），此外，該會員也不可將此類型證券作

歐交所結算公司會立即將擔保品與持有之部

為隔夜拆款或是融資融券交易中的抵押品；

位於市場上面出清，面對大量拋售的契約，

然而一般來說，結算會員於市場上交易自身

時常遭遇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若市場流

股票或股票衍生品是被允許的，而該類型交

動性不足時，專門為此設計的集中風險限額

易須符合足額保證金要求以降低錯向風險。

將會派上用場，該限額可套用至每一個結算

為了設計有效的錯向風險限額，歐交所

會員身上，甚至是中央交易對手本身也需嚴

結算公司採取許多預防措施，包括結算會員

格避免擔保品的組成過度集中於某一結算會

的擔保品組合與其名目價值皆有限額，結算

員甚至是某一類型的資產。

會員所在國家（定義為＂本國＂）與其持有

集中度限額可區分為四種層面
•

擔保品集中於單一證券發行的限額

•

擔保品集中於單一證券發行人的限額

•

擔保品集中於不同發行人，但風險屬性
相同的限額

•

擔保品集中於同一類型資產的限額

之證券組合的發行國家（定義為＂他國＂）
之間的信用風險關聯程度。

風險降低措施
限額的訂定是降低風險的主要手段，可
有效避免結算會員過度集中對任一商品、國

集中度限額同時也區分為絕對限額與相

家的曝險部位，或持有與其自身信用品質高

對限額；絕對限額針對結算會員、或是中央

度相關的證券商品。因此結算公司規定結算

對手方持有某一資產的最大累積名目價值，

會員必須隨時確保擔保品組合符合每一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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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額的要求，同時，設立監控機制，將會提前

券組成，加上保證金帳戶龐大的規模與違約

示警結算會員違反某一限額，採取必要措施

管理程序的規範，保證金資產無法於短期內

並及時消去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

迅速變現，也因此，歐交所結算公司導入各

歐交所結算公司將主動聯絡違反限額規

結算群組（Liquidation Group）的架構並以

定的結算會員，解釋因違反限額潛在的風險

此為風險計算的基礎。將同樣風險性質的產

並建議該會員採取行動，如降低曝險部位、

品歸類為同一群組，簡化風險以及保證金

降低特定資產於擔保品組合的比重，同時規

計算的過程且同時可更全面的計算每一資

定該結算會員須於某時間之內完成所有程序

產類別，此外保證金組合中各個經辨識、

（須考量結算會員、證券種類、發行人的信

歸類的資產之間可達到保證金互補（Cross-

用品質）。

Margin）的效果。

一旦該會員無法於時間內達到目標，風

歐交所結算公司用同樣的準則制定保證

險降低措施包括：

金計算與違約處理程序以確保兩者之間可順

•

保證金補足：歐交所結算公司將主動由

利運作，目前歐交所全數商品被分作九大結

該會員現金帳戶注入保證金帳戶。

算群組。

•

替代或拒絕該風險擔保品的存入：拒絕
該結算會員存入該擔保品可短期地降低
風險，但是若該結算會員無法提供其他
種類證券為存入擔保品，可能引發該會
員的不足額擔保與其結算執照的存續。

保證金計算

折現性保證金（Backward Looking Component）
折現性保證金目的為保護持有部位的折
現值，透過不同結算會員之間每日的變動保
證金增減，如果是收取權利金的商品則採用
權利金保證金（Premium Margin），而現貨

透過足額地保證金的收取可降低交易對

市場之證券則採目前變現保證金（Current

手方風險的期望損失，同時中央結算手可以

Liquidation Margin），變動保證金的收取目

快速地出清違約部位而不影響違約基金。今

的是每日地將結算會員的持有部位以市價計

日的保證金計算不僅須符合各國的法規要

算後收取差額，以達到中央對手方淨損益為

求，同時須強調在提供足夠保證金的前提之

零。而權利金保證金與目前變現保證金則是

下，最大化結算會員的資金使用效率。

合約期間內逐日的累積損益，這些保證金帳

保證金要求主要目的即為填補出清違約

戶須由結算會員足額擔保，而單一帳戶之中

之證券所造成的預期損失，在“違約者承擔

的超額保證金可用於補充其他不足額保證金

“的概念之下，保證金收取的數量需足夠支

的部位。

付因為不利的市場狀況下出售證券產生的價
格損失。
結算會員的保證金資產由現金與各種證
圖 4：保證金計算組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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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性保證金（Forward Looking Margin）
初始保證金作為保證金組成中預測項，
預測在假設之持有期間之內，曝險部位於未

根據圖5，歐交所結算公司將預測性保
證金細分為兩項目，進一步計算準確、可依
賴、穩定的保證金。
•

模型中，75%的歷史事件為過去三年內

來任一時點動用違約處理程序的可能性與期

的情境，25%則為超過三年以上的歷史

望損失，因此其計算重點在於如何精準估計

事件，並加入壓力情境以確保模型提供

違約事件所產生的成本，同時考量各結算會

的保證金要求考慮到景氣循環。市場風

員所有帳戶之中的產品組合，並納入相關係

險組成項（Market Risk over n days）將

數對於未來成本的可能影響，在歐交所結算

每一個投資組合視作各自獨立並計算投

公司，初始保證金是以各投資組合為一計算

資組合的VaR（Value at Risk）。

單位，而不是各商品。

•

歐交所結算公司所採用的投資組合風險
保證金模型（Prisma）利用最新計算技術，

模型調整項則考慮各投資組合之間的相
關係數，優化模型的風險因子。

•

最後，流動性調整項將投資組合的規

並確保：

模、市場胃納量以及實際交易執行產生

•

全方面地考量各風險因子對資產組合整

的流動性成本。就算在規模小的投資組

體保證金數額的影響並考量交易所掛牌

合，實際交易執行之中仍可能因為當日

商品與店頭市場商品之間的保證金互補

市況產生些許的交易成本，這些都必須

效果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考慮在初始的保證金計算之中。

•

保證金計算模型全面性地涵蓋各情境分

•

•

•

流動性調整項的計算必須考慮到商品各

析以確保結算會員繳交足額的保證金。

自的流動性風險因子，如選擇權契約之中的

將過去重大的金融市場事件建入模型，

到期日與價格狀態（Moneyness）。於此同

以確保計算結果的可依賴性，同時，模

時，為了保持資金使用效率，利率衍生品的

型亦將受到嚴謹的壓力測試，加強極端

保證金計算大量納入不同商品之間的保證金

市場下的保證金保護效果同時不影響低

互補效果，如圖6所示，結算會員所持有，

波動率市場的超收保證金。

無論店頭市場交易的利率互換協議、或是交

保證金計算模型與違約處理程序採取一

易所內掛牌交易的利率期貨與選擇權、貨幣

致的制定標準，使各結算群組可以達到

市場期貨選擇權工具，不同資產組合之間的

最佳的保證金互補效果。

關聯性與替代效果被進一步以到期期間區分

採用最新的計算技術，模型可彈性地增

成一籃子商品，而各籃子之間類似到期日的

加或剔除產品組合。

商品則分為利率互換節義或是固定收益結算
群組，達到最佳化資金使用效率之目的。
於擔保品管理之中，歐交所結算公司套
用廣泛的資產認定，在符合法規限制、以及

圖 5：預測性保證金組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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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擔保品具備充足流動性與價值保護的前提

情境分析
情境分析是以各種情境套入不同資產類

下，盡可能使合規的證券納入擔保品認定。
除此之外，擔保品的價值估計需乘以一

別，觀察資產於不同風險曲線下的發展，而

定比率的估值折扣（Hair-cut），此折扣數值

得到的變動量即為該資產類別在該情境中的

是以在統計學上信心水準達到99.9%的假設

預期損失，同樣地，使用的情境須符合違約

下計算而得。

管理程序之中的原則，且考慮到該資產類別
本身的風險屬性，且持續時間需至少與擔保
品組合的到期時間相當。
由於結算會員各持有的不同資產組合，
因此需發展出不同的情境，包括歷史情境與
虛擬情境，以找出各資產組合的風險所在，
其中涵蓋以下歷史事件：
•

黑色星期五 • 911事件 • 美國次胎房貸

•

美國信用評等調降 • 福島事件 • 賽普勒
斯危機

圖 6：保證金互補效果

壓力測試

•

股市電子系統閃崩 • 雷曼兄弟違約事件
在歐交所結算公司，歷史事件情境分析

規律地用以評估各資產組合值與量的風險。

將資產組合進行極端市場條件下的壓力

而假設性的情境則用以最大化部分市場

測試乃是風險管理的一大重點，提供中央結

因子以測量該投資組合的風險耐受度，甚至模

算所許多重要資訊以及估量需準備多大規模

擬投資組合各證券分別受到嚴重價值減損的

的共同違約基金。

預期損失，最終得到投資組合隨著風險發展

一般來說，保證金模型納入99.5%信心

出來的價值曲線，取其相對以及絕對變動數

水準的市場風險曲線（於店頭市場交易為

值；同時，更有所謂的＂市場乘數情境分析

99%信心水準），壓力測試進一步考慮到

（Multiplier Scenarios），將現今的市場狀況下

99.9%的信心水準，即是更極端情形之下的

的風險因子與波動率套用至並檢視不同的資產

市場風險擔保品組合價值的變化。另外，資

類別的價值變化，這可以打破歷史價格之中不

產組合的情境分析與反向壓力測試同樣用於

同商品之間的相關係數。隨著大量的情境分

探討擔保品的價格在嚴峻的風險係數下的波

析，歐交所結算公司將全部情境歸類為數量較

動。如圖7之中，壓力測試分為四個子項目；

少的經濟情境（economic scenarios）。
最後，儘管發生可能性低，為了分析的
目的而設定最極端的情境分析有時亦會派上
用場。而不僅有市場崩盤的情境，如利率變

圖 7：壓力測試子項目

化、全球景氣趨向等皆為考量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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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壓力損失總合（Stress Loss Aggregation）

用曝險，稱之為“cover-2要求＂。

隨著壓力測試計算出來的預期損失，相

此時違約基金的調整必須可承受公司層

較於原本的資產價格，該價格稱之為壓力下

級下加總所得的壓力損失，若有任何額外的

價格（Stressed Value），而兩者之間的差額

違約基金要求則會依照各結算會員繳交初始

則被稱為壓力損益（Stress Profit&Loss），

保證金的比例收取。

歐交所結算公司會將一個帳戶中所有資產的

違約基金的重新校準於每一季度進行一

壓力損益加總，而從目前帳戶之中的存入保

次，而每一年度則有一次更全面性的評估違

證金扣除，即可得到各情境之下的保證金超

約基金是否足夠支撐其目的。

額或是不足額；而每個結算群組中不同帳戶

壓力測試為逐日進行，而若cover-2要求

的壓力損益同樣會加總並計算已結算群組為

被打破，風險降低措施包括立即性地違約基

單位的保證金不足額，最後，壓力損益會在

金重校準與針對部分結算會員規範（如收取

三個不同的層次加總：

補充性保證金）。此外，若有任結算公司群

•

組提供的違約基金部分占整體的50%以上，

資產池 • 結算會員 • 公司群組
第一層，各結算會員所持有不同的資產

池之中的壓力損益會加總或是互相抵銷若是
有壓力利益，但是該結算會員自營交易在情

則同樣地會有對應的風險降低措施。

反向壓力測試（Reverse Stress Tests）

境分析下產生的壓力損益不會納入考量。第

反向壓力測試挑戰著中央結算手的穩定

二層為結算會員的加總，由前一層不同資產

性，其目的為計算短時間內中央結算手可

類別加總後的壓力損益再度加總，此時結算

承受多少個結算會員違約，直到耗盡違約

會員的自營交易同樣進入加總計算，理論上

基金。此項測試是建構在分層保護（Line of

在這一層所有壓力餘額將會被加總抵銷。

Defence）之上，檢視在不同的情境下，中

最後一層為公司級別的加總，隨著第二

央結算手隨著逐個結算會員逐漸違約，而消

層結算會員的加總結果必然為壓力損失，第

耗不同層級的緊急籌資來源，乃至最終動用

三層將每個屬於同一群組的結算公司的壓力

到中央對手方的權益準備金，得出該情境之

損失相加。

下，中央結算手至多可承擔結算公司的違約

總財務來源壓力測試（Stress Testing Total Financial Resources）

數量，如圖8所示。

除了各資產價格的變動量，壓力測試的
另外一個要點為預測結算會員在不同情境下
可提供的財務來源，並以未進一步籌資前的
財務來源。在這項測試下，會假設任兩個結
算會員產生大規模違約，甚至是一整個公司
群組違約，對中央結算手造成最大程度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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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反向壓力測試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