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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背景 
2013 年 11 月 2－3 日，由中国保险教育论坛理事会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和台湾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七届中国保险教育论坛”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的主

题是“实施人才兴业战略，促进保险教育发展”。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 100 多所高校

和科研机构，以及监管部门、保险业界和媒体的代表 350 余人参加了论坛。此次论坛共收到论文 166
篇，经过匿名评审，共选出 17 篇优秀论文，其中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2013 年

中国保险教育论坛走过 10 年的光辉历程，已经成为我国保险教育界的盛会。 
会后，《金融学苑》编辑与教授学者们进行了单独的访谈，现将采访稿整理如下，供各位读者

朋友参考。 
 

虚怀若谷，高山景行 

         ——访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林宝清教授 

胡洁冰 尚 梦 钟天皓 吴妍铭* 

 
林宝清教授现为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货币银行学教研室主任。多年从事财金教学与研究，主

要研究方向为金融与保险。出版著作《保险发展模式论》、

《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保险学》。创立了以保险分配关

系商品化为理论基础的“保险本位商品说”及其理论体系等。

采访时，林教授主要从市场现状和政府措施两个方面对我们

的问题进行了解说。长达四十多分钟的采访中，林教授严谨

认真的学术态度让我们印象深刻。 

——编者语 

《金融学苑》：2013 年 8 月 2 日，保监会宣布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改革正式启动，放开了人身

保险以往 2.5%的利率限制，将定价权交给保险公司和市场。您认为这个寿险费率的改革对现有保险

市场的冲击将有多大？ 

林教授：改革前，寿险利率有着 2.5%的限制，2.5%的利率常常处于一个负利率状态，消费者购

买寿险产品风险较大，这是不太合理的。预定利息率放开了，寿险产品的竞争力才会提高。但是，

费率市场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寿险公司的要求提高了。寿险公司要做好定位，要提高投资效率，

要使投资收益率高预定利息率。那么归根结底，寿险产品定价就要看寿险公司投资收益率。这要求

经营者具有综合性，不仅是保险专家，也要是投资专家。投资效率提高了，寿险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才会提高。 

《金融学苑》：有人评论这次的改革“形式大于实质”，您认为这次的改革对我国保险业发展

的最大意义是在什么方面？ 
林教授：费率市场化改革是一种实质性的改革，对寿险市场有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首先，

寿险产品定价由死亡率和预定利息率决定，而寿险产品具有中长期性、生命表具有相对稳定性，这

                                                              
*
胡洁冰、尚梦、钟天皓、吴妍铭均为本刊编辑 



 

虚怀若谷，高山景行—访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林宝清教授 

 4 

就使得预定利息率尤为重要。利息率放开了，寿险产品定价才能放开。其次，寿险实质上是金融机

构，寿险产品是金融资产。在整个金融市场上，寿险公司要生存，就要与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基

金公司等争夺储蓄资源。信托投资公司、基金公司没有利率限制，而银行虽有利率限制，但银行可

以通过开发理财产品规避利率控制。 

《金融学苑》：我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于 9 月 29 日正式挂牌开张，自由贸易区对我国金融行业有

着巨大的影响，保监会也出台了八项支持措施，以支持保险在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发挥作用。请问，

林宝清教授，您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对保险业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我国保险公司又该如何抓

住这次机会？  

林教授：我国保险进入自由贸易区，是我国保险经营理念、做法、制度等与国际接轨的有效途

径。大家都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十分看好，但是贸易区的经济能量究竟有多大呢，我们现在还

没办法预测。金融保险进入贸易区总会受到规模经济的制约。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中国保险业国际化

的一个窗口和试验区，就像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吧”。 

《金融学苑》：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如今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难题。中国目前老龄化趋

势明显，我国政府目前正在试点以房养老。但是相较于欧美国家成熟的以房养老体系，我国民众却

因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对其不是十分感兴趣。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林教授：“以房养老”实质就是反向抵押。首先，推行“以房养老”应该是一个市场行为，保

险公司、银行都知道国外推行“以房养老”，如果他们认为在国内推出这个产品能够获取利润的话，

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推行“以房养老”，与投保人进行充分的协商即可。但是，当政府打算对其进行

试点时，政府就应该为之做出承诺，尤其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政府要做好为之付出代价的承诺与

准备，不然，政府对其进行试点是没有意义的。其次，为什么民众对其反响那么大，因为只有部分

人知道“以房养老”，政府突然间推行这个制度，很容易使不明不白的民众误以为政府以后不会再

推行养老制度，民众只能靠自己的房子来养老。政府这种做法太粗糙了，考虑不够周全，没有进行

足够的前期宣传准备。其次，民众反响太大也与文化差异有关。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父母与子女没

有太大的经济上的联系，美国父母一般只养子女到 18 岁，18 岁之后就不再管他们了，他们的子女

也不像中国父母的子女，对他们负有赡养义务。对于中国父母，他们不仅会养育子女直至他们能够

独立生活，还会努力地在自己去世之后为子女留下点财产，这也就意味着“以房养老”在我国可能

只适用于没有子女，或者子女没有抚养能力的老人，但又必须认清一点，这类型的老人，他们大部

分也不具备太多的财产，房子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价值，那保险公司、银行又会不会承保呢。 

《金融学苑》：那么针对这一现状，政府又该采取哪些措施进行改善呢？ 

林教授：我认为，“以房养老”的推行，这应该是交由市场去执行，而不应该由政府出面推动。

“以房养老”属于创新性产品，保险公司、银行可以自行设计产品，然后向保监会申报，最后，保

监会通过这个产品，并对保险公司、银行进行监督，这样子就可以了。政府最多也就是告诉保险公

司、银行——“你们可以执行这个制度”便足够了。 

《金融学苑》：中国保险业在以上海自贸区为窗口探索引入国外先进模式的同时，自身同样在

积极创新。国内首家网络险企——众安在线将于 11 月 6 日在上海开业。众安保险由阿里巴巴、腾讯、

中国平安、携程等国内知名企业筹资建立，目标客户包括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参与方。该险企不设任

何分支机构，完全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和理赔。您是如何看待保险业营销网络化这一趋势？ 

林教授：这是一种营销手段上的创新，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潮流。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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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化营销有其局限性，并不是所有保险产品都适合在网上营销，我个人认为凭证式的保险产品才最

适合在网上营销。保险凭证作为保单的一种简单形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保险责任清楚，合同格式

化，内容一目了然。这就不需要多加解释，投保人可以直接在家里通过网络购买，省去了保险公司

上门服务或客户专程到保险公司了解的成本。之前已经陆续有各类保险产品在网上营销，主要代表

就是汽车险。车险内容上就很简单，此外目前车险费是一些协会定下的，基本上没有讨价的余地，

像交强险费就是按国家规定定死了的，车身险费也是相对固定的。这就更加适合在网上营销，省去

了保险公司派工作人员和投保人协商。当然，现在许多保险公司也有变相的降价的，比如说买车险

送洗车卡、加油卡等，玩出了新花样，这些优惠同样可以在网上交代得很清楚。 

《金融学苑》：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概念险：赏月险、熊孩子险等，您看好这类险种吗？ 
林教授：保险是无所不保的，只要客户有需求，这类产品就有市场。概念险多少带有些赌博的

色彩，像赏月险就是在赌天气，云多了月亮没出来，保险公司就得赔钱。爱情险稍合理一些，带有

好的寓意。一对新人投保可能就是图个好彩头，宣称彼此的爱情是保险的。投保人或许会钻空子、

假离婚，但离婚再复婚整个过程要付出很大的时间、精力等成本，保单额额度又不大，基本上是得

不偿失，所以一般不会有人无故玩这游戏。总的来说，概念险主要还是一个噱头，是一场小游戏。

商家借此吸引目光，让大家认识保险，大众则更多的是图个好玩，跟买彩票一样。 

《金融学苑》：您觉得保险专业的学生为了更好地在专业领域有所发展，应加强哪些知识的储

备？ 

林教授：这具体还是得看学生的发展方向，从保险这个范畴来说，保险作为一门学问，可以分

为三块：保险法学、保险数学、保险经济学。保险法学是从保单合同的视角来审视，保险数学则从

精算的角度，而真正的保险经济学的鼻祖应该是亚当?斯密，他认为保险是将一个人的损失分摊给多

个，即保险损失说。为什么说保险是门经济学呢？因为保险参与者构成了一种经济关系——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而作为保险专业的学生，对应这三块，你就要学好法学、数学、经济学。保险精算

相对孤立，你必须踏实地学好数学。而在保险公司工作，你经常要面对客户，处理一些保单，这就

涉及到保险法学。保险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但保险专业的学生要想比较好地驾驭这门学问，也应

重视理论经济学的学习，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等等。倘若没有理论经济学的基础，那么

视野就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你就不了解宏观经济形势，读不懂国家的金融政策。此外，保险公司有

两项基本业务，承保和投资，所以你也得学好金融学。 

 

林宝清教授简介 

林宝清，1974 年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系专业毕业，1986 年硕士学位课程结业，1991 年获

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货币银行学教研室主任。多年从事

财金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与保险。出版著作《保险发展模式论》、《中国财政金融年

表》、《保险学》。创立了以保险分配关系商品化为理论基础的“保险本位商品说”及其理论体系

等。 

研究领域 

保险理论与政策；货币理论与政策；中国金融史 

部分有关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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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法原理与案例，编著，独立完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金融危机传染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统计与预测，2002 年 4 期． 

3．我国财产险需不慎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4/7． 

4．论保险功能说研究的若干逻辑起点问题，金融研究，2004/9． 

5．新加坡、香港保险监管比较研究及启示，亚太经济，2004/5． 

6．保险泡沫论是耶非耶，保险研究，2004/12． 

7．WTO 与我国保险发展模式新论，金融前沿理论，2004/10． 

 8．国有四大银行不可轻言股改，金融研究，2001 年 4 期． 

9．保险交易应遵守诚信原则，保险研究． 

10．金融危机传染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统计与预测，2002 年 4 期． 

11．美日两国农业保险模式的比较及我国的选择，中国金融，2002 年 12 期． 

12．论西方保险监管模式变革与我国保险监管模式选择，金融研究，2003 年 6 期． 

组稿：谭佩雯  责任编辑：钟天皓、罗杨端 

 

【证书信息快递】 

精算师 
一、什么叫“精算师” 

精算师是运用精算方法和技术解决经济问题的专业人士，是评估经济活动未来财务风险的专家，

是集数学家、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投资学家于一身的保险业高级人才。总之，要想成为精算师，

首先必需掌握一些基础课程，如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保险学和风险管理等。不

仅如此，由于精算师所从事的是经济领域的职业，因而他们还必需有较高的经济学修养，掌握会计、

金融、经济学和计算机等科学。这样，精算师才能对经济环境的变化有较强的反应能力。此外，精

算师的职业还要求掌握语言表达、商业写作、哲学等科学知识取得精算师资格必需通过一些科目的

严格考试，并获得精算组织的认可。是同“未来不确定性”打交道的，宗旨是为金融决策提供依据。 
二、考试体系 

“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分为准精算师和精算师两类。准精算师部分考试共九门必考课程，考

生通过全部九门课程考试后，将获得准精算师资格。精算师部分考试计划设置十门课程，其中包括

必修课和选修课，获得准精算师资格的考生，通过五门精算师课程的考试并满足有关精算专业培训

要求，答辩合格后，才能取得“精算师考试合格证书”。 
2011 年，中国精算师全面进行改革，准精算师共有 8 门必修课，正精算师共有 10 门选修课，

考生须根据寿险和非寿险方向不同，选择其中的 5 门课才能通过，其中： 
寿险方向：通过 F1、F2、F3 和 F8 科目，并在 F4、F9 和 F10 这 3 门科目中至少通过 1 门科目； 

非寿险方向：通过 F1、F6、F7 和 F8 科目，并在 F2、F5、F9 和 F10 这 4 门科目中至少通过 1
门科目。 

特别说明：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获得中国准精算师资格的考生要求如下： 

寿险方向：通过 F1、F2 和 F3 科目，并在 F4、F8、F9 和 F10 这 4 门科目中至少通过 2 门科目； 

非寿险方向：通过 F1、F6 和 F7 科目，并在 F2、F5、F8、F9 和 F10 这 5 门科目中至少通过 2
门科目。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对取得“精算师考试合格证书”者，还需经过特别申请，经审查同意后方可

以“精算师”名义在商业保险机构中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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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为乐，厚德载物 

           ——访香港岭南大学金融保险系李静远教授 

谭佩雯 罗杨端 融一鸣 郑彬杰 钟天皓 吴妍铭∗ 

 

李静远教授现为香港岭南大学财金系教授。在华中科技

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004 年获得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博士，

在加入岭南大学前，他曾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担任过加拿

大蒙特利尔商学院风险管理研究的主席，目前是《Risk and 
insurance》的副主编。采访时，李教授主要从培养学习兴趣

和提高金融素养两个方面与我们进行了交流。交流中，李教

授以学为乐的学术态度深深感染了我们。 

——编者语 

 

《金融学苑》：2013 年为大规模保险给付洪峰，现金流量大幅下滑，未避免再次经历保险给付

洪峰，保险公司开始重新构建自身分红险结构，主推短期理财保险产品，但这同时又增加了短期负

债配置长期资产的错配风险，可能会导致保险业处于长期高位运行，您如何看待这次结构调整？ 

李教授：从我看来，结构调整，短期将带来大量负债。从长期发展角度来说，保险公司需要做

一定的投资和调整来对冲这种资产。总体来说，资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应该要保持平衡的。 

《金融学苑》：目前，保监会正在积极地开展巨灾保险的试点工作，其中已经批复了云南、深圳

地区开展地震保险试点工作。然而，即便是在欧美国家，巨灾保险也依旧没能摸索出一条成熟的道

路。您认为巨灾保险在我国推行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巨灾保险的推行又该如何与我国国情相互适

应？ 

李教授：现在不光是在国内，美国近期也在推行巨灾保险。巨灾保险在国际上的阻力在哪里，

我认为是在政府补贴上。单个的保险公司是承受不了巨灾保险的，不过政府补贴的话，钱究竟是政

府从老百姓身上获取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定价就变得很复杂，低了的话，政府不乐意（补贴太多），

高了的话，保险公司又不愿意做了。一般的话，在美国，就是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成立再保

险公司。不过在国内，现在只是试点，政府补贴也只有当真正发生的时候才知道该怎么去定。 

《金融学苑》：您最先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后来才去香港岭南大学授课。您觉得香港大学的

教育有哪些特点，又有哪些值得内地大学学习的？ 

李教授：香港大学的话，第一就是学生思想很自由，他们想什么就会说什么。但是香港的大学

学生在学习上花的时间肯定没有你们多，大部分学生都是边打工边学习。有些是因为家庭收入确实

不高，有些的话，观念就是这样子的。比如我有一个同学在港科大教书，有个学生不认真学习，他

就对他说你不认真学习，怎么对得起父母花钱送你来读书。学生就说，我的钱都自己打工挣的。香

港学生的独立性很强，缺点就是花在学习上时间太少。我在国内的时候，让学生做什么他们大部分

还是会做，然而在香港，就不敢指望了。 

                                                              
∗  谭佩雯、罗杨端、融一鸣、郑彬杰、钟天皓、吴妍铭均为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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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苑》：您还是《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的副主编。您能否在刊物风格、文章类

型、用稿去向等方面给我们金融学苑一些指导么？ 

李教授：这很像一本专业杂志，做得还不错。不过通过杂志我还是想谈一下大学里面金融应该

学些什么。因为我们的体会很深。从外面看，国外不管是做理论还是实践，它的金融都比国内好。

然而通过比较国内外大学，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国内学生不管是在理论还是计算模型都比国外学生

做得好。但是到了真正实践起来，国外明显比我们要强。其实我觉得这跟东亚的教育有关，在本科

阶段，最重要的其实是培养兴趣和对事情的感觉，至于真正的学方法和模型应该是到硕士和博士阶

段。也正是因为对金融的直觉和兴趣的培养，我们发现国外金融届发生了非常多的大事，很重要的

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本科阶段学到了真正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也建议这本杂志能够更多的激发学生的

兴趣，培养学生的金融修养。 

《金融学苑》：香港作为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吸引着越来越多内地优秀学子前去深造。港校

在招生时最看重学生哪些优点？ 

李教授：首先是英文要好。上课时我们都是采用英文教学，英文不好影响与老师、同学的交流。

包括工作面试的时候，往往也是招收那些口语好的学生而不是学习最好的学生。其次是对本专业基

本知识的掌握程度。 

《金融学苑》：那内地学生去香港深造时，又有哪些困难需要克服？ 

李教授：目前港校研究生、博士基本都是内陆生，内地学生在学业上往往是很优秀的。但在交

际方面往往不尽如人意，很容易产生孤独感，香港的大学是没有班级制的，课程都是根据自己的时

间进行安排。宿舍也是随机分配的，舍友基本上都是其他专业的。如果学习上出现问题了，没有人

管你，需要更多的自我管理能力。 

《金融学苑》：我们了解到您研究重点包括金融工程。我国是在新世纪才引入金融工程的，而国

外金融工程发展较早，体系也相对完善。您是否赞同国内学生去国外读金融工程的硕士？ 

李教授：在国外，金融工程学术界和产业界联系相对密切。像美国华尔街，金融工程应用都相

当普遍。而国内在产业界应用相当有限，据我所知，只有一些规模较大的银行和基金才需要这方面

人才。在美国基本所有学校都有金融工程专业，一般分两种，其中一种就是一年期的金融工程硕士，

办学目的就是保证学生学完后能找到工作，教学生很多实践内容。今天开会有一个清华的博士，已

经毕业了，因为女朋友在美国，所以准备去美国伯克利大学读这种一年期的金融工程硕士，学校已

经给他发录取通知书了，同时还给他发了邮件，预先告知要学好什么东西。 

《金融学苑》：您如何看待金融工程专业本科阶段的数学、计量课程？ 

李教授：我觉得数学没必要太难，关键是在于具体应用。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如何构建数学模

型，如何把数学工具应用到问题上，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数学修养。中国很多人数学很好，但做经

济、做金融并不是很好，因为他们总是简单死板地把经济往数学里套。大学一定要学会如何把金融

和数学联系起来，数学难不难无所谓，数学不会可以再学，但数学修养是很难培养的。而且很多东

西你以后可以自学，东西是永远是学不完的，你以后也不知道自己要用什么，要干什么，关键是自

学能力，这个是最重要的。钻研数理工具过深反而扼杀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思维，学校关键是要保

证学生的兴趣，他有兴趣以后自然就会去学。 

《金融学苑》：国外大学招金融工程的研究生是否喜欢招数学专业的学生？ 

李教授：也不见得。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清华学生，他就是清华经管学院的。我原来在华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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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财务系教书，我们系里有个学生成绩中下等，一样去了波士顿大学读了金融工程专业，你们去

申请，希望一样是很大的。 

 

李静远教授简介 

李静远，现为香港岭南大学金融保险系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004 年获得德州

农工大学经济学博士，在加入岭南大学前，他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任财务金融系讲师。他曾担任

加拿大蒙特利尔商学院风险管理研究委员会的主席，目前是《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杂志的

副主编。李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管理与保险理论。 

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管理与保险理论。 

部分有关研究出版 

1. Jingyuan Li, Fear of Loss and Happiness of Win: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forthcoming(SSCI).  

2. Jianli Wang and Jingyuan Li, Multiplicative Risk Apportionment,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forthcoming(SSCI).  

3. Jingyuan Li, Comparative higher-degree Ross risk aversion,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   

ics, 45 (2009) (SSCI&SCI).  

4. Jingyuan Li, Yongming Liu, Guoqiang Tian, A reputation strategic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in 

continuous-tim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31(2009), 4 (SSCI).  

5. Jingyuan Li, A Remark on ‘A Shortcut Way of Pricing Default Risk Through Zero-Utility Princip- 

le’, 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2008, Vol. 75, No. 2 (SSCI). 
组稿：谭佩雯  责任编辑：吴妍铭、罗杨端、融一鸣 

 

【证书信息快递】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英文简称 CPV（Certified Public Valuer），是指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注

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的资产评估人员。考试设有 5 个科目，具体是：《资产评

估》、《经济法》、《财务会计》、《机电设备评估基础》、《建筑工程评估基础》。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每年举行一次，

考试时间一般安排在 9 月，原则上只在省会城市设立考点。人事部负责审定考试科目、考试大纲和

试题，会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对考试进行检查、监督、指导和确定考试合格标准，组织实施各项

考务工作。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组织考试大纲的拟定、培训教材的编写和命题工作。统一规划

和组织考前培训。培训工作必须按照与考试分开、自愿参加的原则进行。考试以 3 年为一个周期，

参加全部科目考试的人员须在连续 3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参加 4 个科目考试的人员

须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所报科目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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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法玛与有效市场假说 

徐晟  

201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金·法玛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投资学理论与经验分析、资本市场

中的价格形成、公司财务、组织形式生存的经济学。他在金融学独立为一个学科及成为经济学中一

个独立领域的进程中，是当之无愧的先驱。其主要的研究领域已贯穿了经济学、商务学和金融学。

他不仅研究了金融证券的价格走势及由个人和企业决定的资产分配关系，还研究了资本市场的信息

结构，公司与竞争，风险管理，通货膨胀与经济活动，不同通货的价格以及货币与银行业。 

法玛教授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

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有效市场假说的一个最主要的推论就是，任何战胜

市场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一、有效市场假说的内容 

证券分析就是把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包括证券市场、证券品种的价值

及变动趋势进行研究及预测，并向投资者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投资价值报告等，以书面或者口头的

方式向投资者提供上述报告及分析、预测或建议等服务。 

证券分析由来已久，1900 年巴歇利埃在其博士论文《股票市场价格的随机特征》 中提出，股

票价格的随机游走过程是一种布朗运动，并假设市场收益是不相关的、同等分布的随机变量。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期间，市场分析主要由基础分析流派和技术分析流派主宰着，到

50 年代，数量分析流派才开始形成。就性质上说，数量分析流派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而技术分析

流派则假设市场是由情感驱动，是非理性的。 

1964 年奥斯本提出了“随机漫步理论”，他认为股票价格的变化类似于物理学的“布朗运动”，

也就是说，它变动的路径是不可预料的。 

在基于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法玛于 1965 年在其发表于《商业杂志》上题为《股票市场价格的行

为》论文中，形成了有效市场假说，指明了市场是 “公平博弈”的。就是说，信息不能被用来在市

场上获取利润。 

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是一种广义上的有效率，不管市场是否有配置效率或者运作效率，只要所

有应得的信息都反映在资产价格中，市场就是有效率的。基于这点，有的人就把市场有效率，称为

信息的有效率，即证券价格对信息的反映。 

法玛把有效率的市场定义为证券价格充分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同时，他认为“充分反映”

和“可获得信息”概念是含糊的和不易操作的。为此，他按照信息存在的三种类型把有效率市场分

为三类。 

信息的三种类型为：（1）过去的信息，通常指证券过去的价格和成交量；（2）所有可公开得到

的信息，包括盈利报告、年度报告、财务分析人员公布的盈利预测和公司发布的新闻、公告等；（3）
所有可知的信息，包括不为投资大众所了解的内幕信息。 

与这三类信息相对应，有效率的市场可分为： 

1．弱式效率。如果证券的现价已经反映了过去的信息，则市场为弱式效率。任何人都不会通过

过去的信息而获取超额收益。弱式效率的存在意味着，以过去信息为根据的技术分析的无用。也表

明按随机游走运动的市场为弱式效率。 

2．半强式效率。如果证券价格反映了所有“公开的”信息，则市场为半强式效率。任何人都不

                                                        
作者简介：徐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系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金融市场、风险管理。该篇文章

已发表在《长江商报》第 201310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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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公开”信息而获取超额收益。由于证券分析师基于所有投资者可获得的信息形成了价值，

大量的不相关的估计会导致整个市场的“公平”价值（符合随机游走），因此，以分析微观和宏观经

济的变化为业的基础分析师就成为半强式效率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于证券分析的成本或者信息成本

也就成为证券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有信息成本的市场也就是半强式效率。 

3．强式效率。如果市场能够反映所有可知的信息，无论是公开的信息还是不公开的内幕信息，

市场就是强式效率。在强式效率市场中，任何人都不会获得超额收益。这个形式是最高等级的效率

形式，包含着半强式效率或强式效率。在这种形式下，基本分析也是没用的。 

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应用 

有效市场假说的弱式效率表明，一个投资者不能应用过去的证券价格信息始终赚取超过与有价

证券投资风险相应收益的投资收益。 

研究表明，如果市场是半强式有效率的，则投资咨询机构的建议在被客户采用时将对股价产生

影响，但一般来说采纳建议不能获取超额收益。研究结果说明，当几个有利的好消息传入市场致使

股票表现良好时，就会引起分析人员的注意，经过渲染，传给公司经纪人，进而传给客户，但是这

样的信息实际上并不能影响收益率。然而，阿卜杜勒·哈利克和阿吉克亚在 1982 年指出，根据金融

分析家提供的信息进行交易的精明委托人能够在市场上获得超额收益。对比，一些有效率市场假说

的拥护者认为“大多数证券分析从逻辑上讲是不全面和无价值的”（洛里和哈密尔顿，1973 年）。其

他人则把信息媒介的作用解释成收集和传播信息，以使它们迅速地在价格上反映出来（比弗，1989
年）。根据这些研究者的看法，宣传媒介是价格反映信息的过程中或机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公平评判金融分析家作用的一个方法，是把有效率市场假说看作是均衡价格行为的一个概述。

由于期望随着新信息的到来而变化，市场将不断地从一个均衡到达另一个均衡。但是，信息传播到

每个人所需的时间不同，并且由于每个人的期望和看法不同，所以市场不能立即到达下一个均衡。

因此，市场上经常出现短暂的间隔期。金融分析家和经纪人因为意识到这点而能及时利用这个空隙。

所以说，即使在有效率的市场中，宣传媒介的作用也相当明显。 

法玛的强式效率，充分反映所有可获信息的市场应该是信息充分加总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

即使信息不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所知，内幕人也不应当获取超额收益，因为他的交易活动会揭示他的

市场的信息。但是检验结果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显然，这种现象与强式市场效率假说相悖。对此，

效率派的解释是：有关强式市场效率的任何结论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必须把资本市场的效率与

竞争和信息市场的效率统筹考虑。如果内幕人拥有信息而进行垄断，那么这一事实可以被看作是信

息市场的无效率而不是资本市场的无效率。过滤原则已经表明证券价格展示了实际的不相关性，至

少是交易成本水平上的不相关。因此，资本市场的效率是达到运作效率水平上的配置效率。 

三、有效市场假说理论面临的挑战 

有效率市场假说在把竞争均衡理论运用到资本市场的同时，也推动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工

作。特别是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与有效率市场假说的“公平博弈”不一致的反常现象，即通常所

说的“异象”。 

对于“异象”，大多数金融学家认为这些有关的反常收益研究的结果也是对市场效率的检验，是

有关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特殊形式。但是，确定这些反常收益是由于信息低效所导致，还是由于

作为风险度量方法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不适用所导致，传统检验方法则显得无能为力。实际上，

有效率市场假说不只面临着检验方法的挑战，还面临着假说本身的假设条件、定义以及研究方法的

挑战。 

责任编辑：苑思雨、钟天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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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影响的实证研究 

王珮珺  

摘  要：本文首先检验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外资银行全面“侵略”时间点前后是否发生显著

变化；其次，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外资银行是否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同时通过多元

回归具体分析了外资银行到底是如何影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最后结合博弈理论，对外资银行进入

的大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应对战略提供了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2006 年后中国商

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发生了明显变化；(2)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发展中间业务存在显著影响；(3)

外资银行的进入促进了中国商业银行在发展中间业务方面的竞争程度，且二者呈倒 U 型的关系。 

关键词：外资银行；中间业务；面板模型；博弈模型；战略 

引 言 

2001 年，随着中国加入 WTO，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表现在银行业中，外资银

行的进入也已经步入了快车道。2006 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推出意味着中

国全面放开了本外币的批发、零售业务，这更是打响了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第一枪。至此，外资

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不仅使得商业银行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大大改变，更使

得中国商业银行的各项政策和业务都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中间业务是存款类金融机构从事的不影响资产负债表总额的业务活动，包括结算、代理、信托、

租赁以及金融工具创新等业务。中间业务的发展水平能够体现商业银行在服务理念和金融工具方面

创新的能力，也是衡量金融工程思想在金融机构运行中的运用度的重要指标。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市

场中一个特殊的参与主体，任何金融创新理念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在银行日常经营行为中得到体现。

更重要的是中间业务收入有利于拓宽银行收入来源渠道，实现收入多元化，降低经营风险。近年来，

中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呈现强劲的增长趋势，这不仅是金融创新监管导向
①
、信贷收紧等外

部因素的推动结果，更是商业银行自身追求转型、建立服务型金融机构的体现。那么，外资银行的

强势介入是否会对国内现今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策略产生影响，从而使本来就胶着的竞争态势

更加扑朔迷离就值得进一步探讨。以期对国内商业银行认清目前发展环境、作出正确抉择提供一些

帮助。 

目前对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影响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本文的创新点就

在于，运用现实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以论证外资银行进入是否会对中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

务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是如何影响的。且本文还采用了博弈论的模型来讨论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

的 优策略选择。 

一、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现状 
1979 年，中国商业银行首次开办信托、租赁类中间业务，可以视为中国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开

端。但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我国银行业越来越重视到中间业务在银行经营中的地位，因其不仅能

拓宽收入来源渠道，实现收入多元化，更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而获得青睐。因而各大商业银行在发

展中间业务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以期能在中间业务发展中分得一杯羹。 

2006 年以来，由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银行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
                                                        

 作者简介：王珮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 1001 班本科生，现已保送至华中科技大学。 
①在 2007 年的银监会金融创新监管工作会议上，监管部门对大中型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

间业务收入比重提出了指导性目标：大中型银行要力争通过 5 年至 10 年的努力，使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由 17%提高到

40%至 50%；经过 5 年左右时间的努力，城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由 3.67%提升到 20%；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中间业务收入从不到 1%力争达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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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在中间业务方面拥有的优质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及发展经验都让中国商业银行感到

了巨大的压力。因而我国银行在倡导新的经营理念，开发创新金融产品、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都做

了不小的改进，并且效果显著。图 1 显示了 14 家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规模及其占比
①
。绘图

数据均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2001-2009）和各银行 2010~2012 年年报。从图 1 可以看到，中国商业

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呈现强劲的增长趋势，在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这说明，目前尽

管外资银行在旁虎视眈眈，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态势仍呈现一个乐观的态势。 

 
 
 
 
 
 
 

 

 

图 1  2001-2012 年我国 14 家商业银行整体非利息收入的变化趋势
②
 

二、文献综述 

20 世纪 80 年代初 Gray(1981)、Goldberg 和 Saunders(1981) 先开始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一国银

行体系的变化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认为，国内银行体系从外资银行进入中的获益会超过损失。获

益的具体形式表现为资源的更合理配置和更高的经营效率。Gelb 和 Sagari（1991）、Levine（1996）
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Levine 特别指出外资银行带来的竞争压力会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增加服务种类，

提升服务质量，同时更多地运用现代银行经营理念和技术。对监管者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增加了

其完善监管和相应法律法规制度的动力。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使国内银行体系付

出一定的代价。Stiglitz（1993）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国内银行由于要和国际上知名银行进行竞争，

竞争对手的强大导致其经营成本的上升。同时由于外资银行可能会主攻国际部门的业务，因而导致

当地的金融机构在这些业务上竞争力的相对减弱。Dages、Goldberg(2000)和 Mathieson、Roldos(2001)
等国外学者对外资银行进入一个银行体系对该国银行业产生的影响做了总结性的理论陈述。他们认

为外资银行对当地银行之间的竞争和效率会产生影响，并且多数情况下是正面的影响。 

随后一些国外学者就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McFadden（1994）研究了澳大利亚

在接受外资银行进入后，本国银行体系的变化，发现银行运作的质量上升，效率也有所提高。

Bhattacharaya（1993）则研究了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韩国的具体案例，结论是这些国家在接受外资

银行进入后更容易得到国外资本从而便利了经营。Claessens、Demirguc-Kunt（2001）选取了 1988-1995
年间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900 家银行组成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后，国内银

行和借款人之间会启动新一轮的利润配置，并且借款人还将从整体行业成本下降和效率提高中分享

收益。Lensink and Hermes(2004)对 48 个国家在 1990 年到 1995 年共 3967 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

经济落后的国家中，一旦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则该国银行的经营成本会上升。而当地银行的做法往

                                                        
①
 据不完全统计，14 家上市银行 2012 年公布的年报显示，中间业务收入增幅普遍达到 40%以上，中小银行的

中间业务收入增幅尤为显著。大型银行中，农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增幅超过了 60%。 
②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1-2009）年及各家银行 2010~2012 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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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将上升的成本“想方设法”转嫁给客户，弥补自己的一部分损失。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

不少的研究，其中有吕剑、毛泽盛（2006）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会使国内银行的利润水平下降。陈伟

光（2007）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外资银行会使国内银行的利润水平下降。张金清（2010）对我

国的情况做了分析，运用 SFA 法对我国 14 家商业银行从 2001 年到 2008 年的效率进行测度，认为

就我国情况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效率。王聪、宋慧英（2012）通过结构断点检

验，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商业银行竞争行为之间呈现倒 U 型。 

具体到外资银行进入对一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影响，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分析阶

段。就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影响而言，大多数文章都从中外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方面的

竞争力比较为落脚点进行分析，并且多数观点认为改变传统的对抗性竞争为竞争性合作是非常有必

要且符合时代要求的。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1．中间业务收入的界定 

本文选取中间业务收入的变化和性质来反映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变化，因而必须首先对中

间业务收入做一个界定。美国银行业根据收入来源将中间业务分为以下五类：①信托业务；②投资

银行和交易业务；③存款账户服务业务；④手续费类收入；⑤其他手续费类收入。在商业银行年报

中提供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主要包括各类手续费收入和托管及受托类业务佣金，覆盖到了商业银行

中间业务的绝大部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来代表中间业务收入。 

2．具体变量说明 

整个模型的建立包括三部分。首先分析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外资银行全面“侵略”时间点

点前后是否发生显著变化。然后分析外资银行是否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产生影响。 后具体

分析外资银行的进入究竟是如何产生作用的。 

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设定为度量中间业务收入的变量 MIncome，即手续费及佣金

收入。用 t 表示年份， *X 表示时间点 2006 年。 

在第二部分模型中，借鉴 Molyneux and Thomton(1994)，Claessens and Laeven(2004)，王聪、宋

慧英（2012）等研究，以中间业务收入与总资产之比的自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设为 MREV。以 PL
表示劳动投入价格，一般用银行工资支出总额除以员工人数得到，在这里，本文使用业务与管理费

用与总资产的比值来代替这一变量。PF 表示资金成本率，用利息支出除以存款总额得到。PK 表示

实物资本成本率。代表银行的劳动、资金、资本三种投入。所有解释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在第三部分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度指标即H统计量，在这里采用李伟（2008）
和王聪，宋慧英（2012）的计算结果。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包括外资银行在华的资产份额 FASSET 及它的平方项。资产份额 FASSET 由

外资银行资产与国内银行业资产的比值得到。 

控制变量采用中间业务市场集中度指标赫芬达尔指数，简称 HHI 指数。它是某特定行业市场上

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用公式表示为： 

 ( )
2

2

1 1
/

n n

i i
i i

HHI X X S
= =

= =∑ ∑  （1） 

式中，X 为产业市场的总规模； iX 为产业中第 i 位企业的规模； iS 为第 i 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n 为产业内的企业数。 

要注意的是市场集中度指标与市场竞争度指标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市场集中度指标越高，证明

市场的竞争度越低。 

另一控制变量采用经济增长率 RGDP。经济增长率亦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R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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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参考关于银行收入、风险度量的相关文献（Stiroh 和 Rumble,2006；Stiroh, 2004；Chiorazzo 等，

2008），选用银行规模和贷款比率作为影响银行经营风险的控制变量。具体表示为①LNASSET：资

产规模，用银行的总资产来衡量并取自然对数。本文认为银行的资产规模与经营风险正相关，原因

有以下两条：第一，银行越大，越会出现“Too Big To Fail①”的现象，因而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即

故意投资于高收益高风险的项目；其二，银行规模越大，其涉足衍生产品和结构性金融工具的程度

越高，风险暴露就越大。②LNRISK：贷款比率，用银行总资产与总贷款额的比值来衡量并取自然

对数。 

表 1  各变量含义说明表 

变量 含义 

MIncome 中间业务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MREV 中间业务收入与总资产之比 

PL 业务与管理费用与总资产之比 

PF 利息支出与总存款额之比 

PK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 

ASSET 资产总额 

RISK 贷款与总资产比值 

LNASSET 资产规模，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LNRISK 贷款比率，总资产与总贷款额的比值并取自然对数 

H 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度指标 

HHI 中国银行业中间业务的市场集中度指标——赫芬达尔指数 

FASSET 外资银行资产与国内银行业资产的比值 

R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二）模型的构建 

1．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时间上的变化 

因在 2006 年外资银行开始大面积深度渗透中国银行业，因而构建如下模型检验中国商业银行在

2006 年前后中间业务收入是否发生显著变化。 

 
*

0 1 2 ( ) tMIncome t t X Dγ γ γ ε= + + − +  （2）  

其中

*

*

1        t X
0        t<X

D
⎧ ≥⎪= ⎨
⎪⎩

 其中
* 2006X =  

于是，2006 年前后两个不同时期中间业务收入的估计函数分别为 

2006 年以前： 0 1 tMIncome tγ γ ε= + +  （3） 

2006 年以后： 
*

0 1 2 2( ) tMIncome t Xγ γ γ γ ε= + + − +  （4） 

在 2006 年以前，回归模型的斜率是 1γ ，2006 年以后，回归模型的斜率是 1 2γ γ+ 。如果系数 2γ
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则表明 2006 年以后中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发生了明显变化。 

2．外资银行进入是否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产生影响 

借鉴 Molyneux and Thomton(1994)，Claessens and Laeven(2004)，王聪、宋慧英（2012）等研究，

                                                        
① “Too big to fail”, 大而不能倒，是指金融机构的倒闭对金融系统以致实体经济有可能造成系统性影响,以至于当

局不得不及时对相干机构采纳停业、封闭等措施以防止其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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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ln( ) ln ln ln *lnit i it it it it
MIncome h PL h PF h PK d D PL
ASSET

α= + + + + +

一国国内银行简化形式的收入函数为 

 1 2 3 1 2ln ln ln ln ln lnit i it it it it it itREV h PL h PF h PK ASSET RISKα β β ε= + + + + + +  （5） 

据此，本文构建如下包含虚拟变量的模型 
                                                                        
                                                                                 （6） 

            
显然地，对该模型应该进行面板数据的估计。面板估计模型包括三种类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

系数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即变截距模型和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即变系数模型。

首先对该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检验，选用合适的模型，估计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影响

因素，并引入虚拟变量 D 对时期做出区分。 

1        t>2006
0        t 2006

D ⎧
= ⎨ ≤⎩

 

由此可以看到，以 2006 年外资银行在华全面经营各项业务开始做为估计分水岭，来探究中国商

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变化是否是由外资银行入侵所引起的。 

在探究外资银行进入是否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产生影响时本文使用 Wald 检验。Wald 检验

没有把原假设定义的系数限制加入回归，而是通过估计这一无限制回归来计算检验统计量。Wald 统

计量计算无约束估计量如何满足原假设下的约束。如果约束为真，无约束估计量应接近于满足约束

条件。 

设约束为 ( ) 0g β = ， β 是待估计参数的 K 维向量。则 Wald 统计量可以表示为： 

1
'

'

( ) ( )( ) ( ) ( )g b g bW Tg b V b g b
b b

−∂ ∂⎡ ⎤= ⎢ ⎥∂ ∂⎣ ⎦
                （7） 

T 为观测值个数，b 是非限制参数估计向量。进而可以计算确定的、有限样本的 F 统计量 

                   

~ ~
' '

'

( ) / /
/ ( )

u u u u qF W q
u u T K

−
= =

−
                       （8） 

~
u 是约束回归的残差向量。F 统计量比较的是有约束和没有约束计算出的残差的平方和。如果约束

有效，这两个残差平方和差异很小，F 统计量也应很小。所以如果 Wald 检验的结果中 F 统计量大于

临界值，则可以认为约束无效，从而拒绝原假设。 
本文选用 Wald 检验验证 

                      1 2 3 0d d d+ + =                             （9） 

这一约束。 1 2 3 0d d d+ + = 表示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发展中间业务并无影响。如 Wald
检验拒绝了这一假设，即此约束不被现实数据所支持，就表示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发展中

间业务存在显著影响。 

3．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如何影响中间业务的收入 

我们以中国银行业中间业务行业集中度为被解释变量，以外资银行资产份额作为外资银行进入

程度指标，并加入二次项以判断是否与中间业务收入存在非线性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2
0 1 2 3 4t t t t t tH FASSET FASSET HHI RGDPα α α α α ε= + + + + +       （10）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浦发

银行这 8 家银行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更为准确的研究应包含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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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如果剔除掉政策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其

他非商业银行，这 8 家商业银行占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比例达 70%以上。所以考虑到本文

研究的范围为外资银行对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冲击，本文选择这 8 家银行从 1996 年~2012 年共

17 年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其中，1996~1999 年的财务数据来源于《金融统计年鉴》，2000~2004 年的

数据来源于各银行提供的年报和财务分析数据，2005~2012 年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大值 小值 
MREV 136 0.0036 0.0018 0.0071 0.0009 

PL 136 0.0103 0.0018 0.0154 0.0072 
PF 136 0.0193 0.0060 0.0388 0.0095 
PK 136 0.4470 0.1428 0.9175 0.2460 

LNASSET 136 4893159.504 4191190.094 17542217.00 246280.85 
LNRISK 136 0.5387 0.0629 0.6875 0.4208 

H 17 0.5914 0.0187 0.729 0.486 
HHI 17 0.1226 0.0159 0.21 0.13 

FASSET 17 0.0212 0.0013 0.033 0.013 
RGDP 17 0.1341 0.0119 0.229 0.062 
第三部分模型中，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度指标即 H 统计量和市场集中度指数采用李伟（2008）和

王聪，宋慧英（2012）的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有关数据统计表 

年份 H 外资银行资产份额 赫芬达尔指数 GDP 增长率 
1996 0.486 0.032 0.210 0.171 
1997 0.507 0.033 0.170 0.110 
1998 0.537 0.026 0.170 0.069 
1999 0.539 0.021 0.170 0.062 
2000 0.567 0.021 0.170 0.106 
2001 0.508 0.025 0.170 0.105 
2002 0.501 0.013 0.150 0.097 
2003 0.543 0.014 0.150 0.129 
2004 0.612 0.018 0.140 0.177 
2005 0.600 0.019 0.140 0.157 
2006 0.625 0.021 0.130 0.170 
2007 0.617 0.024 0.130 0.229 
2008 0.608 0.022 0.130 0.181 
2009 0.657 0.017 0.013 0.086 
2010 0.701 0.018 0.014 0.167 
2011 0.729 0.019 0.014 0.185 
2012 0.717 0.018 0.013 0.078 
（四）实证结果分析 
1．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前后变化明显 

（2）描述了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随着时间迁移的变动趋势。选取
* 2006X = ，中国银

行业市场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在业务数量和范围上大量扩张的年份作为一个转折时间点，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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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虚拟变量来估计每一段的斜率，做了分段线性回归。对（2）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回归结果 

银行名称 2γ  t 临界值 Prob 是否显著 是否发生明显变化 

工商银行 13252.31 7.8185 2.1315 0.0000 是 是 

建设银行 12464.12 10.5445 2.1315 0.0000 是 是 

中国银行 9311.888 11.4339 2.1315 0.0000 是 是 

农业银行 8867.461 6.004641 2.1315 0.0002 是 是 

交通银行 2902.093 14.91156 2.1315 0.0000 是 是 

民生银行 2400.399 4.853 2.1315 0.0009 是 是 

招商银行 1869.043 6.2214 2.1315 0.0002 是 是 

浦发银行 1572.387 12.712 2.1315 0.0000 是 是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到，8 家商业银行虚拟变量的系数的 t 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由于系数 2γ 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则 2006 年以后中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发生了明显变

化。进一步观察发现， 2γ 均为大于 0 的数，这说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国内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

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银行规模越大，受到的推动作用就越明显。所以“四大行”的系数远

大于其他银行，其中又以工商银行为 。 

2．面板估计模型选择 

对面板数据进行 Redundant Fixed Effects Tests,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固定效应检验结果表 

Effects Test Statistic d.f. Prob. 
Cross-section F 2.711445 (7,8) 0.0929 

Cross-section Chi-square 97.252682 7 0.0000 
检验结果得，F 统计量的值为 2.711，在显著性水平 5%α = 时，小于临界值 3.73，故不能拒绝

原假设，应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6）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工行 建行 中行 农行 招行 交通 民生 浦发 

LnPL 2.938 0.723 -0.664 0.383 2.159 -0.0784 1.168 3.064 
 (1.542) (0.535) (-0.547) (0.679) (0.696) (-0.082) (1.585) (1.614)
LnPF -0.351 2.746 2.249 -0.261 0.133 0.011 -0.750 -1.913 
 (-0.329) (2.681) (2.576) (-0.225) (0.069) (0.0135) (-1.673) (1.450)
LnPK 1.265 -2.434 0.267 1.987 1.123 0.641 -0.077 0.029 
 (1.732) (-2.849) (0.289) (2.484) (0.493) (0.840) (-0.034) (0.014)
D*LnPL -0.008 1.784 -0.209 -1.026 0.596 0.087 -0.499 -1.754 
 (-0.010) (1.953) (-0.393) (-0.976) (0.800) (0.137) (-0.457) (-1.629)
D*LnPF 0.262 -2.587 -1.186 1.046 -0.523 -0.210 0.477 1.837 
 (0.260) (-2.538) (-2.944) (1.239) (-0.379) (-0.392) (2.288) (1.334)
D*LnPK -0.818 4.239 5.404 0.051 0.216 -0.035 0.146 2.038 
 (-1.236) (3.057) (1.838) (0.015) (0.105) (-0.018) (0.086) (0.922)
LnASSET 1.009 2.253 0.147 0.707 0.192 0.311 0.148 0.117 
 (4.343) (4.777) (0.379) (2.439) (0.562) (0.854) (0.287) (0.238)
LnRISK -1.401 -5.471 5.717 1.856 -3.141 -1.924 -1.270 -0.216 
 (-1.177) (-2.200) (1.820) (0.911) (-1.029) (-1.129) (-0.217) (-0.172)
注：()中的数字为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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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 检验的结果，F 统计量为 6.602，大于临界值 3.46，即拒绝原假设，即 1 2 3 0d d d+ + ≠ 。

所以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发展中间业务存在显著影响。 
表 7  Wald 检验结果表 

Test Statistic Value d.f. Prob. 
F-statistic 6.602118 (1,8) 0.0429 
Chi-square 6.602118 1 0.0277 

3．外资银行对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 8  外资银行对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影响的回归结果表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统计量. Prob. 

HHI 0.969 0.1734 -5.5872 0.0001 

FASSET 60.6888 3.2991 18.3958 0.0000 

FASSET2 -1294.775 90.9259 -14.2399 0.0000 

RGDP 0.2977 0.2087 1.4265 0.1773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外资银行资产份额与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竞争度呈正相关关系，且系

数显著。即外资银行的进入促进了中国商业银行在发展中间业务方面的竞争程度，体现了外资银行

进入的市场竞争效应。 

更重要的发现是，外资银行资产份额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且均显著，表明外

资银行的进入程度与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度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类似倒 U 型的关系。 

四、外资银行进入下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战略选择建议 

（一）外资银行需谋求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市场上，既是一个外来竞争者，同时又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力新鲜血液

注入了金融行业。尽管如此，外资银行仍然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才能摆脱进入新市场的被

动局面。所以，同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中资银行在各个领域都发生直接交锋是不明智的，而应该从

自身优势业务下手，主次明确地发展业务方能进退有度，收放自如。 
因此，外资银行目前 为明智的做法是同中资银行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不仅有利于外

资银行熟悉中国本土金融行业的规章制度和运作程序，更能帮助其获得宝贵的国内客户资源和专业

技术。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 大优势，在于其对本国市场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在国民心中的“崇高地

位”。换句话说，外资银行目前必须依赖于中资银行庞大的分支经营体系和稳固的客户基础，帮助其

推广在华产品的宣传与销售。从客户的角度来看，中国客户总是信任中国自己的银行，尽管不同的

人对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评价，但总有一家是其值得信赖的。这种“固执”的消费心理会成为外资

银行发展的主要障碍，因为中间业务本就是立足于为客户提供更多金融服务、给予客户便利的理念

之上的。没有优质而庞大的客户基础，对中间的业务发展来说，打击是致命的。要打破这种障碍，

外资银行还需谋求与中资银行的竭诚合作，建立战略联盟关系，而不是一味地盲目竞争。 
（二）中资银行需竞争与合作并重 

虽然从目前银行业的经营现状以及在前述分析中提到的原因来看，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

优策略是与中资银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必须意识到的是，这仅仅只是外资银行在中国

市场上根基不深时的权宜之计。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方面的管制已经全面开放，这

意味着至少在人民币业务经营这一领域，中外资之间的合作基础已经不甚稳固了。此外，外资银行

在内部控制、技术发展方面本就具备雄厚的实力，近几年更是不断发展优质客户，推出高增值、高

收益的中间业务，甚至通过加强股权合作抢占中国银行业的话语权。因此，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绝不

能掉以轻心，而是要保护自身核心竞争力，并且在与外资银行的合作中，不断学习其先进管理理念

与优质技术，方能不断进步，使目前的“半竞争半合作”关系维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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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博弈角度看商业银行间的竞争与合作 

1．中外资银行间的静态博弈模型 
在模型中，将中资银行看成一个整体，设为银行 A。将外资银行也看成一个整体，设为银行 B，

以利于构造两家银行间的静态博弈模型。其得益矩阵如表 9 所示。 

表 9  银行间静态博弈得益矩阵 

      银行 B 

银行 A 
竞争 合作 

竞争 （a, a） （c, d） 
合作 （d, c） （b, b） 

其中，如果两家银行同时选择竭诚合作，其双方的收益都应高于双方同时选择竞争。因为当双

方都选择竞争时，不仅没办法分享资源，反而会造成过度竞争、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经营成本上升

等。当一家选择竞争一家选择合作时，选择竞争的银行会获得更好的收益，因为能够充分利用合作

方的资源并且完整地保留自身的优质信息和技术。从而在得益矩阵中，各得益值之间的关系为

c b a d 0> > > ≥ ①
。 

求解以上的静态博弈模型我们发现，存在着唯一的纳什均衡为（竞争，竞争），但是这并不是两

者所能达到的 优结果，更不是帕累托上策均衡，即两者陷入了著名的“囚徒困境”。并且，双方的

博弈并不是进行一次就结束了，而是会根据以前的结果和新的信息重新调整自身的策略，并且不断

进行下去。 

2．中外资银行间的重复博弈模型 

假设中资银行对外资银行采取“冷酷”策略和“一报还一报”策略，那么当外资银行在第一阶

段博弈中采取不同策略时，博弈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 

“冷酷”策略的含义是，第一阶段时，中资银行首先选择与外资银行合作，如果外资银行同样

选择合作，则在第二阶段仍选合作策略。但是一旦第 n-1 阶段外资银行选择了竞争策略，则第 n 阶

段及以后中资银行就一直选择竞争策略。 

“一报还一报”策略的含义是，中资银行在第 n 阶段的策略与外资银行在第 n-1 阶段的策略是

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假设银行 A 首先会尝试选择合作，以此来试探银行 B 的态度，并且决心采

取冷酷策略，即银行 B 一次不合作，A 永远都不再考虑合作。则对 B 来说，若第一次选择竞争，获

得了 c 万元的收益，但是其后银行 A 会一直采取竞争策略，则 B 的获益为 a，所以 

                     1 1
aV c δ

δ
= +

−
                           （11） 

若银行 B 第一次采取合作的态度，则获得 b 单位的收益，银行 A 在第二期时，会继续选择合作，

所以银行 B 将面临与第一期之初完全相同的情况。设折现因子为δ ，则 

                      2 2V b Vδ= +                             （12） 

使 2 1V V> ，即 

                    
1 1

b ac δ
δ δ

> +
− −

                           （13） 

时,银行 B 会选择合作，此时
c b
c a

δ −
>

−
。所以当折现因子

c b
c a

δ −
>

−
时，银行 B 会选择采取合作的

                                                        
① 在这里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假设得益不存在为负的情形。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银行之间因为竞争而发生损

失是存在并且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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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这样有利于两家银行双方的发展。 

如果银行 A 采取的是一报还一报的策略，而银行 B 采取的是先竞争，然后后悔，选择合作，再

竞争再合作并反复重复下去策略。则 B 第一期选择竞争，获益为 c。银行 A 由于采取的是一报还一

报策略，在第二期将选择竞争，而 B 后悔自己在第一期的行为，则选择合作，获益为 d。第三期时

A 选择合作，B 却又反悔选择竞争，获益为 c。如此往复下去，则银行 B 的得益为（c，d，c,d，…）,

总得益的贴现值为 3 21
cV
δ

=
−

。若企业选择永远合作，则其得益每期都为 b，总得益的贴现值为

4 1
bV

δ
=

−
。所以，要使企业永远诚信，必须使 4 3V V> ，即要使                                            

                                                      （14）  

 

运用以上的博弈观点可以说明，对于处于同一行业的企业来说，单方面决定到底是竞争还是合

作是不理智的。竞争和合作的格局要想达到双赢的局面必须建立在双方都对自身的优劣势有充分的

认识和了解，并且对对方可能采取的行动有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可见，在分析中外资银行的合作竞

争战略时，不能将竞争和合作简单地割裂开来，而应该不断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选择对自身 优的

策略。要知道，合作也只是在竞争对手不能从竞争中获得更大收益为前提的情况下才是可持续的和

稳定的。 

结束语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2006 年以后中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发生了明显变化，且外资银行

的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发展中间业务的策略存在显著影响。在考虑到外资银行方面的影响，中资银行

在制定发展中间业务的策略时应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竞争与合作并重。且不论是中资银行还是外

资银行单方面决定到底是竞争还是合作是不理智的。竞争和合作的格局要想达到双赢的局面必须建

立在双方都对自身的优劣势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并且对对方可能采取的行动有理性认识的基础上。

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也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和对方策略不断调整己方的策略才是 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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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Affection of Foreign Banks’ Entering on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Intermediary Business 

Wang Peijun 
Abstract: The article first build a model using dummy variables to analyzes whether intermediary 

business income has a significant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2006 when the foreign banks invade Chinese 
market roundly. Then use panel data estimation measures whether foreign banks influence the intermediary 
business income. Also, a multiple regression is made to see how the entry of foreign banks affects the 
Chinese banks. The asset proportions of foreign banks are chosen to be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In the end, 
some advice is given on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based on game theory.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intermediary business income changes significantly with the affection of 
foreign banks. What’s more, the foreign banks stimulate the competition among Chinese banks in the 
intermediary busin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y of foreign banks and the competition situation in 
Chinese bank industry describe an inverse U shape. However, it is not sensible to decide whether to 
compete or cooperate by one side. The optimal choi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both 
sides.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this topic mostly concentrat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innovative point 
of the article is using realistic data to demonstrate the conclusions and stating it at length. 

Key words: foreign-funded banks; intermediary business; panel data model; game theory model; 
strategy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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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VAR 模型的中国股市与债市收益率相关性实证研究 

吴昊  

摘  要：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股市和债市收益率的相关

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所探究的相关性包括两个市场的收益率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果关系和时序变化的

相关性。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股市和债市之间三种作用机制：经济周期运行状况的变化、商业银行

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市场投资者的行为变化。实证部分则主要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来检验股市和债市

收益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否存在，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关系进一步检验，

发现：存在着相对稳定的一定相关性，且互相影响不对称；债券市场受到来自股票市场的显著影响，而

股市的风险收益率则不受债市影响。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股市和债市之间严重的

市场分割、两市场间的相互作用不均衡及制度建设不完善造成的。 

关键词：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相关性；日收益率；向量自回归 

一、 引言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证券是各种权益凭证的总称。狭义的证券指资本证券，包括代表所有权的股票和代表债权的债

券。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场所便是证券市场。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开始了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转轨。我国的证券市场因此建立，并迅速发展，到今已初

具规模，股票、债券、基金、权证及期货等基本与衍生金融工具不断丰富，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水

平和长期发展能力也有较明显提高。实践出真知：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离不开证券市场的发展兴旺。目前，建立逾二十年的证券市场发展前景广阔，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2001 年 12 月，中国成员世界贸易组织（WTO）①一员，这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

的机遇。对境外金融机构的进入限制的逐渐放开，使其可参与中国资本市场交易，扩大了市场主

体，增加了市场竞争，有利于活跃中国资本市场。且为我国带来了 新的资本市场管理经验，有利

于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进步与完善。 

第二，二十来年风风雨雨，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利率市场化改

革等金融自由化举措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正朝着

建设成一个完善高效的市场体系的方向不断迈进。 

第三，发展潜力巨大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另一大突出特征。近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近

10%的高增长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高速增长，投资需求日益显著，金融资产家庭持有量也稳步

增加，其对投资的渠道和品种的多样化要求日益增加。 

现代金融学中的热点课题之一便是不同金融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对于深度理解资产的价

格走势、金融资产风险管理具有实践和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从获取 大收益和 大限度规避风险的

动机出发，作为 基本的资产组合方式，从理论上掌握其股票和债券二者之间收益率相关性就变得

至关重要。研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相关性有以下几方面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债市与股市之间的收益率相关性对投资者所构建的投资组合的收益与风险会产生巨大的

影响，从而对资产组合管理人员的风险管理决策和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

一个篮子里”，投资者会在单一市场上或不同市场间进行不同资产间进行分散化投资决策，从而规

避单一金融资产出现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如果股市和债市的收益率相关性较高，则债市将难以作

为股票市场风险的“避风港”而为投资者的分散投资服务。 

第二，由于股票和债券作为基础交易产品，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收益率相关性会关系着金融

衍生品②市场上的衍生品交易。交易商和投资者将会把二者之间的收益率相关性纳入其风险评估系

                                            
 作者简介: 吴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投资 0901 班本科生，保送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曾任《金融学

苑》编辑部编辑。本文系作者 2013 年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李珂。 
①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是目前全球 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负责管理世界经济与

贸易秩序，有“经济联合国”之称。成立于 1994 年，前身是成立于 1947 年的关税总协定。 
② 金融衍生品是以货币、股票、债券等传统金融资产为基础，以杠杆性的信用交易为特征，其价值依赖于基础

资产价值变动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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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进行考虑，进而影响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投资者行为。 

第三，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收益率相关性问题关系着我国基金业的发展壮大。目前市场

上存在的投资基金常有关于资产配置的要求，如资产净值中必须有 20%以上的资产用于投资债券以

规避风险。对于基金行业的投资管理者来说，对债券与股票市场间收益率的相关性进行深入的研

究，对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中国人民银行①需要考虑两者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

性。在制定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之时，会重点考虑政策的效果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所产生影响，以

提高政策的有效性。而金融市场 重要的参与者商业银行，拥有着庞大规模的债券资产，需要时刻

关注债券价格的波动及股市与债市间的波动性联系，以实现稳健经营。 

（二）研究目的和思路 
1．研究目的 
债券、股票作为金融市场中 为重要的投资工具，也是机构投资者和家庭投资主体的资产组合

②中 为常见的组成部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研究目的是探究我国

股市与债市的收益率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若存在，则进而研究这是一种什么形式的相关性，从

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成果可为广大市场投资者进行以债券和股票为主的组合投资、有

效降低组合风险提出指导，为证券市场监督管理者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2．研究思路 

本文将分三个步骤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收益率相关性进行研究： 

（1）探究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收益率相关性的理论机理及二者之间的影响传导机制。 

（2）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③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间收益率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考

察股市与债市收益率之间相关性的变化。 

（3）在 VAR 模型检验的基础上，利用脉冲函数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格兰杰检验④检测股

市、债市收益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影响持续期、程度大小。 

二、理论综述 
现代经典金融理论市场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石，认为各市场间的资本等资源自由流动而从实现

无套利均衡。即市场参与者的套利行为以及使用套利工具的不受约束的套利机制使货币市场、债券

市场、股票市场等证券市场各组成部分成为一个供投资者任意选择的“金融产品池”，相互连通。

目前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市场规模 大，品种丰富，而且两个市场的风险

收益特征差异化比较明显，因而成为投资者 重视的两个市场。两者之间长期或短期的联动关系存

在不难理解。    

目前对金融市场相关性存在性问题的探究较多，但归纳总结起来，大致为以下三个角度：收益

率相关性、收益率的波动率相关性、流动性相关性。本文主要对第一个层面进行研究，即市场收益

率层面的联动相关性。 

（一）股市和债市相关性的内在机理 
当下，我国的股市和债市之间还处于一种相对分割的状态，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传

导机制，主要有三个渠道： 

第一，经济周期⑤运行状况的变化。经济运行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当经济处于周期中不同的阶

段时，市场主体对资金的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取舍会发生变化，在投资管理者的综合考虑

                                            
①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对

金融机构乃至金融业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机构。 
② 资产组合指投资者持有的一组资产。一个多元化的资产组合通常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市场资产、现金及实

物资产如黄金等。 
③ 向量自回归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 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

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④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为 200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 J. Granger）所开创，用于

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他给因果关系的定义为“依赖于使用过去某些时点上所有信息的 佳 小二乘预测

的方差。 
⑤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也称商业周期、商业循环、景气循环， 它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

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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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会导致资产组合和投资者行为的变化。当经济处于扩张时期，经济基本面好，证券市场投资者

的预期随之转好，资金流动更加活跃，经济主体更追求盈利性而淡化安全性，那么资产组合中股票

投资比重将上升，资金加速流入股票市场，而股票价格的上升又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形成一种螺旋

式上升。反之，当经济处于衰退萧条期，经济形势恶化，投资者的预期转向悲观，偏向追求安全

性、淡化盈利性，持有风险较小的金融资产。这必将导致一部分资金从股票市场转而进入债券市

场，债券价格将在陡增的入场资金的促动下上涨。 

第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伴随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不断高速增长，包括机构投

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内的投资主体越来越深入地加入股市，股市容量不断扩张，我国商业银行的信

贷资金状况也越来越收到股市行情波动的影响。自商业银行负债角度考虑，若股市收益率下降，企

业和个人等投资者的股票投资意愿将低落，从而推高其将股市投资转化为定期存款的倾向，所以说

企业的定期存款量与股市走势呈负相反方向运动。因此，每当股市资产价格下跌、行情低迷时，原

本股市中的投资资金将向商业银行体系回流，银行的负债业务将大幅扩张。而银行的主营业务是贷

款，当股市波动较大且收益水平降低时，往往表明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发展前景不甚明朗。此时，

企业利润下降，扩大再生产及投资的积极性下降，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也将下降。在资金来源增加和

贷款规模减少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持有资金的成本增加，必须寻找到盈利和安全的投资渠道。由于

银行投资资本市场受限，债券市场成为银行投资的 佳选择。这会导致债券市场资金供给充足，收

益率将上升。 

第三，市场投资者的行为变化。市场投资者包括占主导的机构投资者和广大中小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作为 活跃、对信息 敏感的市场参与者，当股票市场行情或预期上升时，为获得更大

收益，机构投资者将会调整投资组合策略，减少债券持有量，同时增加股票持有量，并在投资者群

体中将形成一种示范效应，更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也会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因此，债券市场中

投资者手头上的资金将流入股票市场，导致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水平的双降。 

（二）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收益率相关性研究 
当前国内学术界就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相关性研究不多，主要集中在股市与债市的动态联动

性、波动溢出效应等方面，袁超（2007）、董兵兵（2012）等学者曾进行过研究。但关于收益率相

关性研究还较少，故本文重点关注国外学术界研究成果。 

国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着重对研究

能引起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和收益率变化的宏观因素，及这些宏观因素对股票与债券市

场相关性的影响。而针对公司发行的个别债券或股票的收益率相关性进行研究的则是微观方面。 

1．基于经济因素的股市和债市间收益率相关性的研究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收益率相关性存在与否？这种收益率相关性的强弱大小如何？而影

响收益率相关性的宏观因素又有哪些？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就以上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研究答案。 

Shiller、Beltratti（1992）使用 为简单而直观的研究方法——图表分析，利用美国金融市场的

历史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两市场的收益率走势是不相关的，两市场之间并无稳定的相关性。 

Bossaerts（1998）采用美国金融市场的数据，发现股票与债券的价格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其

价格维持相对固定的差额进行联动。 

Rahman、Mustafa（1997）以利率因素为研究核心，采用协整①检验的方法分析了多个国家的利

率变动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大多数国家的股票市场价格与利率因素之间无统计显著

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存在。 

Chan、Norrbin、Lai（1997）着重对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价格是否存在长期共线性进行了研

究，其研究结果表明：至少存在一个经济变量能引起股票和债券市场价格的联动，尽管两种资产价

格的运动也可能出现相互背离情况。即股票与债券两种资产的价格之间不存在长期共线性，及两种

资产不存在长期均衡相关性，从而为债券和股票的资产组合策略的有效性提供了保证。 

Peter、Wessel（2002）采用美国股市和债市的周数据，利用包含多变量的 GARCH 模型探究了

股市与债市之间二者收益率的短期均衡关系。其结果揭示出美国的两市收益率的协方差之间有着条

件异方差性。 

2．基于多种影响因素的股市和债市间收益率相关性的研究 

                                            
① 如果所考虑的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且某种线性组合（协整向量）使得组合时间序列的单整阶数降

低，则称这些时间序列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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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经济变量影响下的相关性研究 

Shiller、Beltratti（1992）以年度数据为基础，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股票市场与债券

市场的收益率相关性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检测，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两市的年度收益率之间仅有较

弱的正相关关系存在。两市收益率的相关系数的观测值并不一致于检验值，而市场上投资者非完全

理性则是股市对债市产生的这种“过激反应”的解释之一。 

Alnmer、Campbell（1993）基于美国市场的历史数据，考察了二战前美国股市与债市的月收益

率波动，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两市收益率进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与股票贴现率有关的市场信息

对两市的超额收益率有着显著影响，且股市与债市的收益率之间有着较弱的正相关关系。 

（2）市场信息影响下的相关性研究 

Fleming、Ostdiek、Kirby（1998）从市场信息视角出发，探究股市、债市和货币市场之间的联

动关系，得出影响不同市场之间的相关性的因素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市场信息能同时引起多个市

场发生同向或反向的收益率预期变动，促使各市场间维系了一种联动性；二是市场参与主体的跨市

场交易所溢出的信息在交易成本和套期保值限制下会逐渐弱化。故可知市场信息是引发不同市场间

产生相关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为从市场信息视角研究股市与债市间的相关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基石。 

（3）经济不确定性和制度转变影响下的联动性研究 

Sun、Stivers（2002）曾使用了截距和方差具有体制转移模型检验股票与债券市场间收益率的

相关性，研究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对这种相关性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收益率滞后项波动

性指数的升高，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收益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在研究制度变迁因素对股票与

债券市场之间收益率相关性的影响时，运用了两阶段制度转变模型，发现股市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越大，由股票和债券所构成的资产组合规避风险的能力越强，且其资产组合将会获得更高的超额回

报率。 

欧元的发行和欧洲央行的成立使欧元区国家有了一个制定管理欧元货币政策的跨国界机构，

Eliza、Fari、Suk-Joong（2006）实证研究了欧洲央行的出现对欧元区国家股市与债市之间相关性的

影响，发现其政策变动会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相关性产生显著的效应。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上的指数众多，本文选择了能够全面反映包括交易所债券市场、银行间债券

市场的整个债券市场的综合性权威指数——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①
（代码：816023）来表征中国债券

市场。而在股票市场上，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A 股在我国股市市场占比权重大、交易 为活

跃，故本文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②（代码：000001）来代表中国股票市场。 

从可得性和全面性角度出发，本文选取中信标普全债指数第一个观测日 2002 年 4 月 30 日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这一长达十来年的统计区间的市场交易日的数据为研究总样本。同时考虑到股票

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每日交易容易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日数据存在着波动性大的特点，且较长期数

据更适用于计量模型的应用，故本文选择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季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所使用的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的指数行情等信息均来自于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③。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 
本文将利用两方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检验股票市场与债券市

场之间的收益率相关性问题。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

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

                                            
①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属于中信标普固定收益系列指数，涵盖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银行间市

场上市的债券。对于交易所交易债券，剩余期限在 1 年以上、票面余额超过 1 亿人民币、信用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

债券均包含在该指数当中。对于银行间债券，我们根据债券类型和期限运用分层取样的方法进行了选择。该指数于

每个交易日收市予以公布。以 2002 年 4 月 30 日为基日。 
② 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的，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全部股票为计算范围，以发行量

为权数综合。上证综指反映了上海证券交易市场的总体走势。股指以 1990 年 12 月 19 日为基日。 
③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RESSET/DB）是一个为模型检验、投资研究等提供专业服务的数据平台。

RESSET/DB 由多位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全程参与，充分参照国际著名数据库的设计标准，又结合中

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实证研究为导向整体设计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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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自回归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动态系统的动态冲

击，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 

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之前，将对股票指数日收益率和债券指数日收益的时间序列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以测定其平稳性。如果通过单位根检验知其平稳，则将样本期内的股票指数与债券指

数的季度收益率分别作为内生变量，得到向量自回归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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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FRSRSRPS −=  
RPS, Seasonal Risk Premium of Stock Index，股票指数季度风险收益率；SRS，Seasonal 
Return Rate of Stock Index，股票指数季度收益率；SRB，Seasonal Return Rate of Bond 
Index，债券指数季度收益率；RFR，Risk Free Rate，无风险利率①； 

⎟⎟
⎠

⎞
⎜⎜
⎝

⎛
SRB
SRS 是系统的内生变量， iA 为滞后 i 阶的系数矩阵，C 为常数项，k 为 佳滞后阶数。 

对以上方程进行 VAR 参数估计，判断股市和债市的收益率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相关性。然后在

模型整体平稳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分析两市场收益率间的相

互影响的持续期和影响程度，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定量分析系统内两者之间

的影响关系。 后再通过格兰杰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判断两变量间是否构成 Granger 因

果关系。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② 
本文均采用增广 Dickey－Fu11er（ADF）的方法来检验收益率时间序列是否是平稳序列

③
。从

下表的 ADF 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股市和债市的周收益率序列在 1%的显著水平下可以拒绝序列存在

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可认为股市和债市的周收益率均为平稳序列，能够在这两组序列的基础上建立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表 1  RPS（股票指数季度风险收益率）的 ADF 检验 

Lag Length: 0 (Automatic based on SIC, MAXLAG=9) 
  t-Statistic Prob.*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  -4.6894 0.0005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3.59662  

 5% level -2.93316  
 10% level -2.60487  

*MacKinnon (1996) one-sided p-values. 
 

表 2  SRB（债券指数季度收益率）的 ADF 检验 

Lag Length: 0 (Automatic based on SIC, MAXLAG=9) 
  t-Statistic Prob.*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  -4.63497 0.0005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3.59662  

 5% level -2.93316  
 10% level -2.60487  

                                            
① 无风险利率是指将资金投资于某一项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对象而能得到的利息率。这是一种理想的投资收

益。一般受基准利率影响。 
② 单位根检验是指检验序列中是否存在单位根，因为存在单位根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了.单位根就是指单位根过

程，可以证明，序列中存在单位根过程就不平稳，会使回归分析中存在伪回归。 
③ 平稳过程或者严格平稳过程，是在固定时间和位置的概率分布与所有时间和位置的概率分布相同的随机过

程，其数学期望和方差这些参数也不随时间和位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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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innon (1996) one-sided p-values. 
（二）VAR 模型的估计结果 
采用 VAR 模型来估计中国股市与债市收益率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相关性。在 VAR 模型中，根据

Lag length criteria 中 AIC 指标选择的 佳滞后阶数 k=1。 

从表 3 的参数估计结果可知：对债券市场收益率而言，债券市场指数的日收益率的一阶滞后项

均对其的影响在 1%、5%、10%水平下统计不显著，影响系数为正值，说明债券市场的日收益率不

存在序在自相关，与 ADF 的无滞后平稳相符；股票市场风险收益率的一阶滞后项对债券市场收益

率的影响在 5%统计水平下显著，且影响系数为负值，表明股票市场的风险收益率与债券市场存在

负相关。 

对股票市场收益率而言，债券市场收益率的一阶滞后项对其影响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股票市

场收益率的一阶滞后项对其自身序列的影响统计结果不显著，影响系数均为正，说明股市收益率序

列不存在自相关，与 ADF 检验结果中股票市场收益率无滞后期平稳相符。 

综上分析结果，股票市场指数的日收益率和债券市场指数的日收益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相关性。 

表 3  我国股票市场风险收益率与债券市场收益率的 VAR 参数估计结果 

 RPS SRB 
RPS(-1) 0.290719 -0.026836 

 -0.15824 -0.01314 
 [ 1.83720] [-2.04269]** 

SRB(-1) 0.002622 0.223967 
 -1.80677 -0.15 
 [ 0.00145] [ 1.49309] 

C -0.003882 0.005127 
 -0.02987 -0.00248 
 [-0.12996] [ 2.06713] 

说明：小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中括号内的数值为 t 值；***、**、*分别代表为 1%、5%、

10%水平下显著。 

但不同于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对 VAR 单个参数估计值进行解释是比较困难的，为了对结果

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基于模型通过了稳定性检验（见图 1），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

研究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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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VAR 模型单位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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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VAR 模型各方程及整体检验结果 

 R-squared Adj. R-squared Log likelihood AIC SC 
SRB 0.084507 0.037558 14.616 -0.553124 -0.429004 
SRS 0.178283 0.136144 119.14 -5.530419 -5.4063 

Whole   134.34 -6.111624 -5.863386 
（三）脉冲响应函数 
图 2 表明：股票市场周收益率对自身新息第 1 期反应非常强烈，第 2 期以后的反应强度急剧下

降，到第 7 期以后影响基本上消失了，但始终保持正值影响。对于来自债券市场的冲击，未出现明

显的或正或负的反映，表明股票市场受债券市场影响小。 

债券市场收益率对来自股票市场的冲击第 1 期为负，第 2 期为负值且影响 大，接下来仍保持

负影响，但影响越来越弱到第 7 期影响基本上消失了。股票市场新息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总的影响总 

体为负值。这与经济理论是相吻合的——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存在着一定的相互替代关系。债券市

场日收益率对自身的 2 个标准差新息冲击①（Innovation）的反应在第 1 期 强，第 2 期的反应迅速

减弱，接下来数期的反应不断减弱，第 7 期以后的影响基本消失了，但其影响都是正的。 

综合以上发现，股票市场对债券市场的冲击无明显反应，而债券市场对股票市场的冲击有明显

且为负的反应，二者直接作用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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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股票市场风险收益率和债券市场季度收益率的脉冲响应函数 

（四）方差分解 
从表 5 的估计结果可知，自第 2 期开始，股票市场的风险收益率的方差分解结果即实现稳态，

其中股票市场新息冲击的影响占比达 99.99%，而来自债券市场新息的影响仅占不足 0.01%。表明

股票市场市场风险收益率的波动大部分是来于股票市场本身，几乎可以忽略债券市场的影响。而债

券市场的收益率的方差分解结果则自第 10 期即实现稳态，来自债券市场新息冲击的影响占

84.13%，而来自股票市场新息的影响仅占 15.87%。表明债券市场收益率的波动主要来自于债券市

场本身，但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对债券市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两市场间的相互影响较小，收益率相关性较低且二

者相互影响作用不对称。 

（五）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滞后 1 阶的 Granger 检验结果说明，拒绝债券市场收益率不是股票市场收益率变动的原因所犯

错误的概率为 99.88%，概率很大，无法拒绝原假设，即债市收益率不是股市收益率变动的 Granger
原因。 

                                            
① 新息实质上是时序方程里的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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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拒绝股票市场收益率不是债市收益率变动的原因所犯错误的概率为 4.79%，在 5%的置信水

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即股票风险收益率率是债券市场收益率变动的 Granger 原因。 

表 5  股票市场风险收益率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方差分解估计结果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RPS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DRB 
Period S.E. RPS SRB Period S.E. RPS SRB 

1 0.177307 100 0 1 0.01472 2.769051 97.23095
2 0.184646 99.99999 4.25E-06 2 0.015982 13.3749 86.6251 
3 0.185251 99.99999 5.34E-06 3 0.016204 15.52989 84.47011
4 0.185302 99.99999 5.5E-06 4 0.016234 15.83472 84.16528
5 0.185307 99.99999 5.52E-06 5 0.016238 15.87059 84.12941
6 0.185307 99.99999 5.53E-06 6 0.016238 15.87437 84.12563
7 0.185307 99.99999 5.53E-06 7 0.016238 15.87475 84.12525
8 0.185307 99.99999 5.53E-06 8 0.016238 15.87478 84.12522
9 0.185307 99.99999 5.53E-06 9 0.016238 15.87478 84.12522

10 0.185307 99.99999 5.53E-06 10 0.016238 15.87479 84.12521
11 0.185307 99.99999 5.53E-06 11 0.016238 15.87479 84.12521
12 0.185307 99.99999 5.53E-06 12 0.016238 15.87479 84.12521

 

表 6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收益率的滞后 1 阶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 
SRB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PS 42 0.0000021 0.9988 
RP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SRB 42 2.17596 0.0479 

五、结论 
（一）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的解释 
通过对 2002 年二季度到 2012 年四季度的股票市场季度风险收益率与债券市场季度收益率序列

建立 VAR 模型，我们从实证研究结果中得知：从长期看，股票市场风险收益率和债券市场的季度

收益率不存在序列自相关，均为平稳序列。而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收益率相关性角度看，二者

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一定相关性，且互相影响不对称，债券市场受到来自股票市场的影响统计上

显著，而股票市场风险收益率则不受债券市场影响。 

不得不承认，以上实证研究的结论与理论上的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相互影响的机理分析存在一

定程度上违背，债券市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未得到实证确认。而经过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客观实际的

分析与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一下几点理由： 

（1）由于市场的投资者被分割、监管主体不同、金融产品脱节等因素影响，中国股票市场与

债券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问题，二者之间的传导路径不通畅。 

（2）由于两市场参与主体的类型不同、信息不对称①程度不一致、风险收益不对称等因素作

用，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相互作用不均衡。 

（3）受制于利率非市场化、国内国际市场分割等制度性因素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未实现资本

的自由流动，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作用路径被扭曲、相互影响被削弱。 

（4）目前我国债券市场相对于股票市场而言规模较小、市场参与度不高，难以对体量巨大的

股票市场产生显著影响；反之，由于股票市场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绝对主体地位，将对债券市场产

生显著的影响。 

（二）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日收益率相关性是为了明确我国当前资本市场现状，从而在立

足实际的基础上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如

                                            
①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

称。能产生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不公平或者市场效率降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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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强化资本市场监管，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保证市场的公平、公开、公正、透明；2．加快推

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资本市场信息传导体制，推动金融自由化建设；3．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发挥直接融资的特点和优势，完善做市商制度，增加可交易品种、扩充市场容量；4．完善资本市

场结构，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规范运行；5．进一步培育机构投资者，发

挥机构投资者在稳定市场、促进市场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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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f Relativity between stock market and bond market in Return Rate 
Based on VAR model 

Wu Hao 
Abstract: Since 1990s, capital market in China has enjoyed an unprecedented good time for 

development with more investment tools and investors. Stock market and bond marke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wo to economy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at the stock and bond 
market have relativity or not; if the relativity exists, what form the relativity is. The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bond market and stock market, and it can summarize in 
three aspects: the change of economic cycle, the change of balance sheet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 change of investors’ behavior. The empirical study is based on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vity between the two markets. Methods like Unit root test,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will be used. An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markets does exist in some degree. However,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esting the existence of 
correlation and factor analysis are not quit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reasons mainly rely 
on the isolation of two markets, unbalanced interaction and some institutional factors. At last,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empirical study and facts of capital market of China,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dvanced mature foreign security market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in developing Chinese capital market 
are brought forward.  

Key words: stock market; bond market; relativity; vector auto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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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in China: 

 Are Exchange Rate and Inflation Singing the Same Tune? 

Zhang①Shuowen 

Abstract: Inflation is a frequently discussed topic in today’s economy. What determines 
inflation becomes a core issue of the discussion. In an open economy, change on exchange rate 
has important impact on inflation. Is this also true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the pass-through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on inflation exists within a small range. The effect 
has time lag and is not sufficient.  However, in product markets, the pass-through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than that in the capital markets, and manufacturers’ prices are clearly affected by 
change on exchange rate, which shows a higher reliability for foreign importing goods in China. 
This situation provides more room for independent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The paper offers 
indications for policy authorities in the end.  

Key words: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Exchange rate; Inflation; Import and export; 
Price change 

I.INTRODUCTION 
Achiev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 is the best status of econom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c factors forms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theories that many policy authorities 
would base on. This interaction could affect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economy. One 
of the most active external economic factors is the exchange rate, which can act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adjust balance of payments as well as affecting domestic prices. The influence of exchange rate variation 
on domestic prices is described as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Specifically, this effect is defined as a 
currency depreciation, accumulated ov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which results in higher domestic prices. 
In other words, the currency depreciation is passed through to domestic prices. Over the past years, a 
number of studies had focused on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Starting from Friedman (1953), he 
argued that 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 was better in adjusting balance of payments. After abandoning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man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uffered from drastic fluctuations in exchange 
rate, which was not expected by people at that time as they believed balance of payments would be 
automatically adjusted by a flexible exchange rate. In the 1980s, external imbalance in ma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ad reached a very high level that policy authorities had to intervene. However, substantial dollar 
depreciation did not reduce the trade deficit in the U.S., which aroused the discussions of the “puzzle of 
adjustments”, and people later found some insufficiency and lag in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where 
high import and export demand elasticity could lose effect even though the Marshall-Lerner condition was 
satisfied. Many studies have also shown that the pass-through effect was determined by pricing strategies 
of the majority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Dornbusch (1987), the pass-through effect could be very low 
using local currency pricing (LCP), but it could be very high when using 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 (PCP). 
Engel (2002)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the overall effect was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using 
LCP versus PCP.  Krugman (1987) proposed a “pricing to market” (PTM) theory, stating that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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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change prices as market condition changed, which included the effect of change on exchange rate. 
This theory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later. Recent studies by Agenor (2002), Schmidt – Hebbel and 
Werner (2002), and Campa and Goldberg (2005)① found a declining pass-through effect, which include 
lower correlation between inflation and domestic currency depreciation. This trend also appeared in 
emerging markets as Mihaljek and Klau (2001) discovered that the pass-through effect in these markets 
decreased.  

In an open economy, a high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could mean a relative larger variation in 
domestic prices. The monetary policy is hard to be independent in this situation. In comparison, a low 
pass-through effect could provide more room for policymakers. Furthermore, Choudhri and Hakura (2005) 
pointed out the influence of exchange rate on import prices and CPI was an important concern in making 
policies. With a declining pass-through effect, it’s still a hot issue to discus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countries that implemented an inflation targeting (IT) regime as Choudhri and Hakura (2006) also found 
that pass-through effect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nflation and this correlation could help 
policymakers achieve a low inflation rate target.  

Recent years in China has seen a gradual appreciation of RMB. After the reform in exchange rate 
regime in 2005, this trend of RMB appreciation becomes clearer. Along with this, we experienced high 
inflation as well as deflation. Starting from 2004, CPI was on its way to increase, and it reached its peak in 
2008 at a level of 108.5. After that, we went through deflation in 2009 and again inflation in 2011.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one price, a currency is also seen as a commodity, and its domestic value should go 
hand in hand with its value abroad. That is, when RMB appreciates, domestic inflation should be eased to 
some degree.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ase when China underwent RMB appreciation together with high 
inflation in the past years. Is exchange rate having some effect on domestic prices? To what degree is it 
performing this role? Are they singing the same tune? And when domestic prices went down, is it due to 
exchange rate increase?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this paper discusses about.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behind our analysis. This includes 
introductions on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law of one price, and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 
Then, we form our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discusses the logic and calculations of our further analysis. 
In the third part of data description, we provide an overview of all the data used in this paper. After that, we 
mainly focus on model and statistics, where we form our model and use econometrics techniques to reveal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In the last part, we make conclusions and indications to end this paper.  

II. THEORETICAL FRAMEWORK 
II.1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Related Theories 
II.1.1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is defined a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change rate and domestic 

prices. In other words, it describes the percent change of domestic prices caused by one percent change of 
exchange rate. This is actually the elasticity of 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y prices versus exchange rate, 
denoted by 

dPe
dS

=  

where P denotes commodity price, S represents exchange rate.  

                                                              
①  Campa and Goldberg (2005) used the quarterly data from 1975 to 2003 of 23 OECD countries and found a declining 

trend of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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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from the importing country, if the change on exchange rate has no effect on local prices of 
import commodity, then e = 0 

If the change on exchange rate is fully passed to domestic prices of import commodity, then e = 1 
When 0 1e< < , th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is insufficient. 
II.1.2 Law of One Price 
The law of one price is stated as: "In an efficient market, all identical goods must have only one 

price." Thus, the price of one commodit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hould be the same after converting the 
exchange rate; otherwise, speculators could get arbitrage profits from buying low and selling high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ich could finally remove any arbitrage profits. This law can be described as 

*P SP=  
Where P represents domestic price using local currency, P* represents prices using foreign currency, S 

stands for the exchange rate. 
The equation can be hold only in efficient markets where commodities can be freely traded without 

any limitations and not considering any extra transaction costs. Though this assumption is very hard to 
realize, it reveals a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 and prices.  

II.1.3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Theory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is a theory which states that exchange rate between currencies is in 

equilibrium when their purchasing power is the same in each of the two countries. This means that 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two countries should equal the ratio of the two countries' price level of a fixed 
basket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f it: 

Absolut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t) 
Using price to represent purchasing power, absolut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can be written as  

*t
PPPP
P

=  

Where P stands for domestic price, P* stands for foreign price level 
This theory reveals that if domestic prices go up, and if prices of foreign products remain the same, 

then domestic currency and purchasing power go down, local currency depreciates. 
Relativ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Rt) 
A dynamic version of absolut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s the relativ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which 

relates exchange rate changes to the differences in price changes across countries. This can be described as 
*% % %S P PΔ = Δ − Δ  

Where % PΔ  represents the change in the price level over a given period. 
Since economists often use the percentage change in a price index as a measure of inflation, we can 

rewrite relative PPP as  
*% S π πΔ = −  

In other words, the appreciation or depreciation of a currency is given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nflation rates. 

II.2 Analytical Framework  
Dornbusch (1987) used a Cournot competi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pass-through effect. Assuming 

labor is the only input in the function, and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has linear relations, there are n 
domestic companies and n* foreign companies competing together in domestic market in the U.S., the 
products of all companies are identical. The demand function is described as Qd = a – bp, and domestic 
supply is Q = nq + n*q*, thus, the equilibrium price in domestic market according to Cournot equilibriu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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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w n ew aP
N bN
+

= +  

where N = n + n*+ 1, e denotes the domestic price (dollar price) for each foreign currency value, w 
and w* denote as domestic and foreign labor cost per unit, respectively. Deducing from the equation above, 
the equilibrium elasticity of exchange rate is calculated as below:  

*

*

n N
ew P

ϕ =  

Since both the percentage of foreign companies in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percentage of marginal 
cost versus equilibrium price are lower than 1, price decline is less than the range of domestic currency 
appreciation. Thus, pass-through effect was insufficient. This model also underlines that the number of 
imports in domestic market supply is an essential factor in explaining pass-through effect.  

Here we provide a framework behind our analysis and then give further demonstrations.  

 

 

 

 

                           

 

 

Traditionally, changes in exchange rate mainly affect domestic prices through import and export prices, 
that is, through product markets. However, as economy grows more capitalized, and capital assets take 
larger portion of people’s wealth, the exchange rate would rely more on capital markets to be passed to 
consumer prices. 

As for product markets, appreciation in currency could affect prices through mainly two ways. The 
direct path is that when a currency appreciates, keeping other conditions constant, the import prices of raw 
materials, unfinished products and finished products would decrease, and thus reduce manufactures’ prices 
and consumption prices. The extent to this decrease in consumer prices would depend on factors such as 
the portion of import products and demand elasticity to import prices. The indirect path is that the 
appreciation of a currency lowers the aggregate demand of exports while improving demand for imports, 
which makes total demand less than total supply and thus lowers consumer prices.  

In capital markets, th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also takes two ways: 
The first one is through interest rates. 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 tells us that when difference in interest 

rates exists in two countries, money would flow from low interest rate country to country that has high 
interest rate.  

d f
F Si i

S
−

− =  

di  is domestic interest rate, fi  is foreign interest rate, F represents expected forward exchange rate, 
and S represents spot rate. 

When a currency is expected to appreciate, is going to decrease as F declines. Given fi constant,  

di  will decrease. A lower interest rate usually leads to a higher credit demand and thus a higher consumer 

RMB  
Appreciation 

Product markets

Capital markets 

Relative Import and export 
prices  

Domestic prices 

Capital assets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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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But this effect could turn an opposite round when people expect domestic manufacturers to have a 
hard time exporting their products and thus get a lower profit. In this way, confidence in capital markets 
may be hurt and securities prices may thus reduce. Here we can see that the change in capital markets 
depends much on the people’s expectation for the future economy, and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can be limited in this sense. 

Though in the long run, products markets determine the value of capital markets, the performance of 
capital markets could have prominent short-term effects. Due to the different paths that exchange rate goes 
through to the domestic prices in different markets, and the fact that few studies on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have touched upon these two markets separately, we form our analysis based on these 
two markets. Now we give further demonstrations. 

We utilize a price determination similar to that used in Mckinnon and Ohho (1997) to deduce the 
pass-through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on domestic prices via import and export prices. Assume that all 
commodities are tradable, and all variables represent manufacturer sector. We take the log for each variable. 
The average price level is defined as the weighted average price of domestic prices and external prices 
(import or export prices) 

 (1 )d eP P Pω ω= + −  （1） 

Where dP  represents domestic price and eP  represents external (import or export) price. ω  
represents the weight of domestic sales versus overall sales.  

Assume external prices satisfy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discussed above 
Deducing from 

  **e eP S P=   （2） 

Taking the log of the equation 

  *
e eP S P= +   （3） 

Where S denotes the log of nominal exchange rate, and *
eP  denotes log of foreign prices.  

Assume domestic price level is determined by aggregate demand and aggregate supply in domestic 
market, then domestic price can be written as 

  ( , )d dP P α γ=   （4） 

Where α  represents all variables in aggregate demand function, such as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fiscal policy; γ  denotes all variables in aggregate supply function like productivity, technology and 
wage.  

If domestic currency starts to appreciate, meaning S starts to go down, keeping price denominated by 
foreign currency constant, according to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eP  should decrease. Known from 
equation (1), the extent of the decline for P is less than the extent of the appreciation for S, which would 
cause local currency to have higher value. This can be described as 0P S− >  

The appreciation of domestic currency can lead to some investments transferred overseas. Thus, 
domestic absorption in investments as well as consumption could decline, 
 ( ), 0A P Sϕ ϕ= − − >  （5） 

where A represents absorption. When A declines, aggregate demand in domestic market would decline 
in the function, which could further result in a decline in domestic price P according to d dP P α γ= （ ， ）. 
Thus, the path of th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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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S P P A P↓ ↓ ↓ ↓ ↓L L L L  

Since the pass-through effect needs to take several steps to be reflected in domestic price, there is time 
lag and insufficiency of this effect. 

Now, we further analyze to what degree domestic price change is related to import or export price 
change. Recalling that purchasing price parity mainly explains how price change can determine exchange 
rate; however, we can also use this theory to analyze how exchange rate change can affect price levels. 

Taking the example of country A and B. assume that A and B has realized exchange rate equilibrium at 
the beginning, which can be written as 

 
*t

PPPP
P

=
 （6） 

P and P* represent domestic price and foreign price level, respectively. 
Further assume that currency of A starts to appreciate. Then, the exchange rate of A should decline. 

Denote the import commodities price in country A is mP , and the import commodities price in country B is  
*

mP , according to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
m mP SP=   （7） 

Since exchange rate S declines, supposing commodity price using foreign currency remains constant, 
the domestic price of import goods in country A denoting as mP  should decrease as well.  

We divide import commodities into three categories: primary goods (raw materials), unfinished goods, 
and final products. 

When import goods are final products, the domestic price change in country A influenced by price of 
import goods should be  

( , )

1 ( , 1)

*m tt m

t m t t

PP Q
P P Q− −

=   （8） 

Where tP  represents average domestic price in current period, ( , )m tP  represents import prices 
denominated in domestic currency, mQ  represents amount of import goods, and tQ  epresents aggregate 
supply in domestic market.  

When import goods are raw materials or unfinished goods, they need to be further counted in the 
production costs for final products. Suppose any raw materials or unfinished goods per unit can only be 
used to manufacture one kind of final product, the domestic price change in country A influenced by price 
of import goods is calculated as 

  ( , )

1 ( , 1)

1* * (1 )i m tt m

t i m t t i

PP Q
P P Q N− −

= +∑   （9） 

Where iN  represents the output of final i type of products.  

III. Empirical Studies 
III.1 Model  
Product markets  

Goldberg and Knetter (1997) provided a classic model of investigating the pass-through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variation on domestic prices.  

t t t t tP X E Zα β γ δ ε= +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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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P  enotes price index; tX  represents external controlled variables in the foreign country 
(usually use cost or price of foreign trading countries); tE denotes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tZ  
represents internal controlled variables domestically (usually use GDP, GNP or M2 in domestic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can make suppositions that exchange rate could have an 
effect on domestic prices through imports and exports. Here we built two models similar to model (10), 
which indic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ice and three factors above. Since CPI is often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inflation, we use CPI to represent tP . Also, we use PPI as another indicator to gauge the 
average manufacturer price and let it stand for tP . We build two models here: 

1 1 1 1 1 12t t t t t tLnCPI I LnNEER LnM LnWTIα β γ δ ε= + + + +   （11） 

2 2 2 2 2 22t t t t t tLnPPI I LnNEER LnM LnWTIα β γ δ ε= + + + +   （12）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built by Takatoshi Ito, Yuri N. Sasaki and Kiyotaka Sato (2005), we 
choose WIT crude oil price (WIT) to represent tX ,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NEER) to represent 

tE , and M2 to represent tZ . Here we mainly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ER and price change. 

1α , 1β , 1γ , 1δ  represent elasticity of CPI to the change of NEER, M2, and WIT. 1α , 2β , 2γ , 2δ  represent 
elasticity of PPI to the change of NEER, M2, and WIT. 

Capital markets 

Another regression model is formed here in capital markets.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bove,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change in exchange rate first affects interest rate, and then on capital assets prices 
and further passes through to consumer prices. We choose seven-day weighted average interbank market 
rates from the database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as interest rate, the low composite index of A share as 
the capital assets index, and all other data the same as in the product markets. Thus, the regression model is 
framed as: 

3 3 3 3 3 32t t t t t tLnCPI I LnNEER LnM LnWTIα β γ δ ε= + + + +  （13） 

III.2 Data Description 
The data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monthly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NEER) of China 

from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database (BIS org); CPI, PPI, IPI and M2 from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database; WTI crude oil price from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The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is used to represent exchange rate. The increase of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means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There are 61 economies in the basket to get the NEER. M2 
is used to represent internal controlled variable. CPI and PPI are served as price indicators in the model. 
The base year of CPI and PPI is 2000. In 2010, the weights calculated in CPI have changed and we obtain 
the data after year 2010 using new weights. WTI crude oil price represents the external variable. The 
seven-day weighted average interbank market rates from the database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as interest 
rate is chosen to represent interest rate in China, and the low composite index of A share from People’s 
Bank of China statistics is taken as the capital assets index. The period of data is from 2003-01 to 2012-09. 
Besides NEER, we make seasonal adjustments for all other data using Census X12 method to reduce 
seasonal effects. We take monthly data of each variable and adjust them to log form in order to minimize 
deviation.  

III.3 Result 
III.3.1 Descriptive Results  
First, we do a line chart to roughly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PI and NEER. Their relationshi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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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markets i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capital markets, though production markets appear to be more 
effective to reflect their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chart, it’s clear that NEER and CPI hav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hen NEER increased in time t, CPI decreased in the next time period (t+n), and vice versa. 
There is a lag in time when exchange rate variation can actually take effect on CPI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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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PI and NEER 

Figure 2 shows the line chart of PPI and NEER. The trend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figure 1. NEER and 
PPI also hav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hen NEER increased, CPI decreased in next time period. The time 
lag effect is clear as well. PPI and CPI have similar trends, while PPI reduces more sharply thes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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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PI and NEER 

We further get the correlations of each variable in models (11) and (12) to see their relationships.  
This table shows the relations between one variable with another. The negative sign means in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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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When the data is closer to 1, the correlation is stronger.  
Table 1 Correlation Results 

Panel A. Correlation in Product markets 

 Ln CPI Ln PPI Ln NEER  Ln M2 Ln WIT 
Ln CPI 1.000 - - - - 
Ln PPI 0.697 1.000 - -  

Ln NEER -0.180 -0.396 1.000 - - 
Ln M2 0.180 -0.213 0.829 1.000 - 

Ln WIT 0.570 0.211 0.411 0.697 1.000 
 

Panel B. Correlation in capital markets 

 Ln CPI Ln NEER Ln I Ln Index 
Ln CPI 1.000 - - - 

Ln NEER -0.120 1.000 - - 
Ln I 0.671 0.190 1.000 - 

Ln Index 0.453 0.387 0.395 1.000 
    Note: this correlation is the coefficient results from model (11) and (12) using linear regression. Each 
variable is taken log form and adjusted seasonally. 

Table 1 shows the correlations result. Both results in product markets as well as in capital markets 
show that LnCPI and LnNEER are negatively affected,  

In product markets, the coefficient is -0.12, meaning that when NEER decreases 1%, CPI would 
increases by 0.12%. Also, LnPPI and LnNEER are negatively affected. Their coefficient is -0.44, meaning 
that when NEER decreases 1%, PPI would increases by 0.12%. This coefficient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has negative effect on domestic price, which means it can ease inflation to some 
degree. Manufacturers’ price is affected more than customers’ price. This is reasonable since the costs of 
domestic products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import goods prices, and after these costs are built in and 
products are finished in factories can they sell to customers.  The products include final products, 
intermediate products or raw materials that would flow to other manufacturers as well, which further add to 
retail price. M2 and WIT both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CPI and PPI. When M2 increases, money supply 
exceeds money demand, which could result in lower interest rate and higher inflation. WIT price, which is 
a great cost for nearly all industries, its increase can lead to higher importing oil prices and also higher 
domestic inflation. We further discover that the coefficients of M2 and WIT with CPI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NEER, which means M2 and WIT have higher influence on CPI change. This corresponds to situations 
in China because our economy is not fully open. But PPI price is affected more by NEER than M2 and WIT, 
which could indicate that manufacturers’ prices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effective rate change.  

In capital markets, the coefficient between LnCPI and LnNEER is -0.11, smaller than that in product 
markets. This shows a clearer performance of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in product markets. Interest 
rate in domestic interbank markets and stock low composite index in A share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LnCPI. This means the increase of capital assets prices could cause domestic prices to increase. 

III.3.2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In order to know the smoothness of the data, we take ADF test for each variable.  

Table 2 ADF Test Results of CPI, PPI, NEER, M2, WTI, I, and INDEX 
    This table shows the ADF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If the ADF result of one variable exceeds its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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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the hypothesis that this variable is of level order does not hold and is taken the 1st difference test. 
When its ADF result exceeds the critical value in the 1st difference test, this variable passes this test and is 
integrated in one order. All the variables tested here are of 1st difference. 

Level Test 1ST Difference  
 ADF(Const) Critical value ADF(Const) Critical value Result 

CPI 
-2.3805 

(c, 0, 12) 
-3.4944 

-5.1087 
(c, 0, 11) 

-3.4944 I(1) 

PPI 
-3.3830 
(c, t, 1) 

-3.4880 
-4.7894 
(c, t, 1) 

-3.4886 I(1) 

NEER 
-1.1043 
(c, t, 1) 

-3.4881 
-7.1485 
(c, t, 1) 

-3.4886 I(1) 

M2 
7.1558 
(c, 0, 0) 

-3.4876 
-4.0777 
(c, 0, 1) 

-3.4886 I(1) 

WIT 
 

In I 
 

In Index 

-2.3849 
(c, t, 2) 
-3.3714 
(c, t, 0) 
-1.4939 
(c, t, 1) 

-2.3849 
 

-3.4876 
 

-3.4881 

-4.7669 
(c, t, 1) 

-10.2949 
(c, t, 1) 
-7.7569 
(c, t, 0) 

-3.4885 
 

-3.4886 
 

-3.4881 
 

I(1) 
 

I(1) 
 

I(1) 
 

    Note: the critical values are under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1%.  
Table 2 shows the ADF test results. According to it, all variables haven’t passed the level test, but pass 

the 1st difference test. Thus, the variables in our models are integrated on order one. 
Then, we take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for two models as shown in table 3.  

Table 3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This table shows the results of Granger Causality Test for both model (11) and model (12). In both 

Panel A and Panel B, the first column represents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first row represents independent 
variables. Data in the table represent probability of F-Statistics. Panel A shows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 of CPI to NEER, M2 and WIT; Panel B shows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 of PPI to NEER, M2 
and WIT. 

Panel A: Model (11)—CPI 

 D( Ln CPI) D( Ln NEER) D( Ln M2) D( Ln WIT) 
D( Ln CPI) - 0.0332 0.0013 0.2888 

D( Ln NEER) 0.1370 - 0.0007 0.2761 
D( Ln M2) 0.5303 0.0122 - 0.1218 

D( Ln WIT) 0.1711 0.0005 0.0393 - 
 

Panel B: Model (12)—PPI 

 D( Ln PPI) D( Ln NEER) D( Ln M2) D( Ln WIT) 
D( Ln PPI) - 0.0145 0.0015 0.1594 

D( Ln NEER) 0.0004 - 0.0007 0.2761 
D( Ln M2) 0.7270 0.0122 - 0.1218 

D( Ln WIT) 2.E-05 0.0005 0.03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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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C: Model (13)—CPI 
 D( Ln CPI) D( Ln NEER) D( Ln I) D( Ln Index) 

D( Ln CPI) - 0.0376 0.0270 0.0019 
D( Ln NEER) 0.1777 - 0.4070 0.1185 

D( Ln I) 0.0207 0.0255 - 0.3770 
D( Ln Index) 0.0242 0.1256 0.0984 - 

    Not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indicates whether one variable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another. We use 
1% significance level in this test. When the probability data in the panels is lower than 1%, the two 
variables related pass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meaning that the related variable in first colum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the corresponding variable in the first row. 

Under the significance of 1% level, we find that in model (11), WIT is the Granger cause for NEER, 
CPI is the Granger cause for M2, NEER is the Granger cause for M2; in model (12), NEER is the Granger 
cause for PPI, WIT is the Granger cause for PPI, WIT is the Granger cause for NEER, PPI is the Granger 
cause for M2, and NEER is the Granger cause for M2. From this result, NEER and CPI do not have strong 
Granger cause-and-effect, while NEER is the Granger cause for PPI, which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PPI is 
highly affected by exchange rate change these years. Also, WIT has strong influence on PPI.  

In capital markets, NEER is not the Granger cause of CPI, but I and Index are the Granger cause of 
CPI. This shows that the exchange rate is not enough to explain and cause changes on infl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wo tests above, we adopt the Engle-Granger Cointegration test for the two 
models in order to get a long-term residual equation and adjusted coefficients in the model.  

Table 4 Engle-Granger Cointegration test—ADF test for residuals 
    This table shows the Engle-Granger Cointegration test result of model (11) and model (12). Resid01 
are residuals from model (11)—CPI, Resid02 are residuals from model (12)—PPI. 

 Resid01 Resid02 
t-Statistics -2.320168 -3.477755 

5% Critical value -1.943612 -1.943637 
Prob. 0.0202 0.0006 

    Note: Engle-Granger Cointegration test indicates how many cointegration functions we can get in our 
model and further get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function. This test has two steps: first is to calculate the 
residuals of each model; second is to do ADF test for residuals. If the t-statistic is lower than the 5% critical 
value, it passes the ADF test and this model only has one cointegration function; otherwise, it has more 
than one cointegration function. In this test result shown above, the residuals of each model pass the ADF 
test and each model has only one cointegration function. According to this result, we can get a long-term 
equilibrium function in the model and calculate the coefficients.  

We first calculate the residuals in both (11) and (12) models, and then take the ADF tests for two 
residual series. The residuals in both models pass the ADF test under significance level of 5%, meaning that 
both of them are integrated into one order (having only one cointegration function). According to this, we 
get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of the equation and the coefficients. 

In model (11), 1β = -0.180331,  

In model (12), 2β = -0.395757    2R =0.90 

In model (13), 3β = -0.135184    2R =0.91 
The adjusted coefficients show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ER and CPI, NEER and PPI.  

2β is higher than 1β and other coefficients, which means that NEER affects PPI more than other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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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Also, the coefficient in capital markets is lower than either of 1β  or 2β . The correlation is smaller in 
capital markets than that in the product markets. Inde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ER affect domestic price, 
1% increase of NEER could lead to 0.18% decrease in CPI and 0.39% decrease in PPI in the product 
market, and 0.13% decrease in CPI through capital markets.  

For short-term, we do an Error Correction Model (ECM) here. According to the equation and test 
results above, we built the model as follows: 

1( ) ( ( 1)) ( 2 ( 1)) ( ( 1)) ( ( 1))t t t t t tD LnCPI ECM D LnNEER D LnM D LnWTI D LnCPIθ δ σ μ ε−= + ∂ − + − + − + − +  

where 1tECM − is the term of error correction, and θ  gauges how fast it will be for variables to 
return to long-term equilibrium. 

The result is below: 
1( ) 0.004 0.07 ( ( 1)) 0.05 ( 2 ( 1)) 0.016 ( ( 1)) 0.134 ( ( 1))t t t t t tD LnCPI ECM D LnNEER D LnM D LnWTI D LnCPI ε−= − − − + − + − − − +  

The outcome shows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error correction is very small, which means it will take 
longer time for short-term disequilibrium to return to long-term equilibrium. But the negative coefficient 
demonstrates a reverse return from short-term fluctuations to long-term balance.  

III.3.3 Impulse Response Results 
 Before we conduct impulse response to the function, we need to first form VAR models. This can be 
done because the test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all the variables are of 1st difference and there is only one 
integrated function in each model.  

The impulse response measures how the current and future value of endogenous variable is affected by 
one deviation shock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Here, we measure the current and future value of CPI and 
PPI given one deviation shock of NEER, M2, and WIT. The time period i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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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mpulse Response of DCPI and DPPI to NEER, M2, and DWIT in product markets 

As shown in Figure 3, when CPI received one deviation shock of NEER, it shows a dominant negative 
response. Also, this negative effect exists in the near long-term. The CPI change is around 0.01%.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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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s that when NEER increases 1%, CPI would change within 0.01% in the current or near future. But 
this effect is gradually reduced when time expands. M2’s shock to CPI is negative within 3 periods and 
becomes positive after that. The price range is approximately 0.005%. The response of CPI to WIT is 
positive.  

When PPI received one deviation shock from NEER, it show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sponse. Price 
starts to decreas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can change up to 0.03%. This effect can also be reduced in 
the long run. The shock from M2 and WIT lead to positive response of PPI. The price range is 0.01% and 
0.02%,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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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Impulse Response of DCPI to NEER in capital markets 

In capital markets when CPI receives one deviation shock, it shows a clearly negative response within 
10 periods and then gradually raises to return to normal.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on CPI 
appears after 10 months, and it finally returns to normal at zero, which is then in steady and in balance. 

III.3.4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s 
Here we do a Cholesky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o see how much of the price variation is caused by 

exchange rate variation. If exchange rate variation takes a large part which is more than the other variables, 
then we can say that exchange rate has much effect on price change.  

Table 5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CPI and PPI 
This table shows the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CPI and PPI. The results show to what degree the 

change of CPI and PPI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changes of NEER, M2, and WIT, respectively.  
Period  S.E. DCPI DNEER DM2 DWIT 

Panel A: Model (11)—CPI 
Cholesky Ordering: DCPI DNEER DM2 DWIT 

1 0.006790 1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2 0.006957 97.73104 1.599317 0.141257 0.528384 
3 0.007052 96.75949 2.236914 0.346159 0.657440 
4 0.007086 96.44064 2.340187 0.402362 0.816816 
5 0.007095 96.31220 2.357972 0.415021 0.914810 
6 0.007098 96.26663 2.368647 0.445897 0.918827 
7 0.007098 96.25229 2.373602 0.453339 0.920765 
8 
9 

0.007098 
0.007099 

96.24867 
96.24784 

2.374365 
2.374345 

0.455842 
0.456533 

0.921126 
0.921281 

10 0.007099 96.24746 2.374434 0.456562 0.92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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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B: Model (12)—PPI 
Cholesky Ordering: DPPI DNEER DM2 DWIT 

1 0.005870 1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2 0.008395 87.80800 5.600977 0.237676 6.353346 
3 0.009820 78.04850 14.00870 0.861123 7.081678 
4 0.010540 71.13804 18.87220 2.028716 7.961045 
5 0.010826 68.12665 20.49358 3.065765 8.314010 
6 0.010927 66.96390 20.80548 3.840507 8.390121 
7 0.010957 66.60473 20.82719 4.193063 8.375019 
8 0.010965 66.50866 20.81360 4.314779 8.362955 
9 0.010968 66.48850 20.80513 4.340066 8.366305 

10 0.010969 66.48187 20.80303 4.341809 8.373293 
According to Table 5, Panel A, around 2% of the variance of CPI can be explained by exchange rate 

variance. Apart from that, 0.456% of CPI variance can be explained by M2 and 0.92% can be explained by 
WIT price change. This indicates that exchange rate variance has a very high influence on CPI.  

In Panel B, the influence of exchange rate on PPI is much higher. Around 20% of PPI variance can be 
explained by exchange rate variance, 4% can be explained by M2 and 8% can be explained by WIT oil 
price change. Th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exchange rate does have effect on domestic price change, and 
PPI is affected more than CPI.  

IV. 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studies using regression 
model, VAR and ECM, ADF test, Granger Causality test, impulse response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with monthly data of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CPI, PPI, M2 and WIT crude oil price, we get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change on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can impact CPI and PPI. The increase of NEER 
(appreciation of RMB) can ease inflation to some degree. They are negatively affected. 

Second, change on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has more influence on PPI than on CPI. The 
pass-through effect is more effective in influencing PPI. This is an indication that China becomes more 
globalized, and it relies more on import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appreciation can lower import prices 
and thus other manufacturers’ goods prices, which can further lead to lower domestic customer prices.  

Third, RMB pass-through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in product markets than that in the capital markets. 
This corresponds with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opened the current account trading but not capital account 
trading yet. However, change on exchange rate takes effect very quickly in capital markets. Thi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pass-through effect can quickly be shown once China removes capital trading restrictions.   

Though pass-through effect exists between NEER and PPI as well as CPI, this effect is very small and 
insufficient. The elasticity of CPI to NEER is -0.18, and the elasticity of PPI to NEER is -0.39. Also, there 
is no Granger Casualty between NEER and CPI, and there is time lag in the effect,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gime of NEER directly affecting CPI is not set up in China.   
This further gives us some indications for policies: 

Relatively low pass-through effect can provide much room for policy authorities to make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tly. Since the change on exchange rate does not affect much on domestic price, price can 
be more stable. But since the appreciation does not effectively ease inflation, policy authorizes should rely 
more on making credible moneta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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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pass-through effect can actually provide opportunity for exchange rate reform to realize higher 
elasticity of RMB since central bank of China can put more attention on changing current situation of low 
elasticity of RMB without worrying much about inflation. 

Since the change on exchange rate has more influence on PPI, which further pass on to CPI, domestic 
companies shoul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deal with price change and demand change of foreign countries. 
Inflation depends more on this.  

As China becomes more globalized and capital restrictions gradually relieved in the future, th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ect must be broader and larger, and policy authoritie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 in 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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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的信息风险与股票熟悉度 

熊诗雨  王轶星  陈晶晶  董 阳  刘明茗  

摘  要：本文简化了 Easley 等人(2002)提出的经典 PIN 模型以及 Amihud (2002)提出的 ILLIQ 因子，

通过构造新的 Fama-French 五因子模型，利用中国股票市场 2013 年的分笔交易数据来衡量中国股市的信

息及流动性风险。与 Caroenrook 和 Conrad（2004）的研究结果相反，本文发现中国股市的信息风险和流

动性风险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均显著，且信息风险是独立于流动性风险之外而存在的一种影响资产定价的重

要因素。同时，本文根据前期实验的结论，定义并计算出股票的熟悉度，发现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熟悉

度会先增加后减小，而随着市净率的增加而增加，这符合实际市场中投资者对信息依赖程度的变化规律。

因此，本文认为熟悉度能解释投资者在实际交易中对信息的敏感和依赖程度，并建议通过加强投资者教育

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来减小中国股票市场的信息风险。 

关键词：信息风险；熟悉度；Fama-French 五因子模型 

一、引言 

在股票市场交易中，交易者往往会由于信息不对称而蒙受损失或取得超额回报，这种不确定性

往往被定义为股票市场的信息风险。本文首先提出并考察买卖笔数的差异程度（Difference of Order 
Numbers，DON）和欠流动性指标（Illiquidity Measure, ILLIQ）在 Fama-French 模型中对收益的影响，

探讨所谓的信息风险究竟是不是流动性风险的代理变量。其次，本文将熟悉度定义为投资者买卖行

为的直接作用方，即投资者对信息的综合依赖程度。本文认为，投资者在机械地了解信息后，并不

是根据一定的程式自动输出相应的投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受到信息来源、频率以及信息偏

好的影响，投资者会对信息进行个性化地解读。然后，通过实验，本文得到了熟悉度与买卖概率之

间的线性关系，因此可以通过中国股市的分笔交易数据计算出每支股票的熟悉度，即投资者对该股

票信息的综合依赖程度，并分别根据公司规模以及市净率等指标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组，考察投资者

对不同组别公司熟悉度的差异程度。 

二、文献综述 

（一）经典的风险测度方法 

信息风险在证券市场的交易中广泛存在，Bagehot（1971）、Copeland 和 Galai（1983）、Glosten
和 Milgrom（1985）以及 Easley 和 O'Hara（1987）将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分为知情交易者（informed 
traders）和非知情交易者（uninformed traders），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信息风险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Easley, Hvidkjaer 和 O’Hara (1996，2002)提出并拓展了知情交易概率（Probability of Informed Trade, 
PIN）模型，发现两支股票的 PIN 如果相差 10%，就会导致年预期收益率 2.5%的差异。至今为止，

这篇文章和 PIN 模型已经成为微观结构领域被引用次数 多的文章和模型之一。 
在流动性风险的测度方面，Chordia，Roll 和 Subrahmanyam (2000), Amihud (2002)，P´astor 和

Stambaugh(2003)，以及 Acharya 和 Pedersen (2005) 以不同的方法衡量流动性风险，均发现流动性对

资产收益有显著的影响。此外，Amihud 专门针对股票市场，提出了欠流动性指标（Illiquidity Measure，
ILLIQ）。 

（二）存在的争议 

尽管涌现出了许多对信息和流动性风险进行测度的模型，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信息风险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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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风险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这一争论主要集中在 PIN 能否代表信息风险以及此测度结果的

准确性。 
有代表性的当属 Duarte and Young (2009)的研究。他们为了探讨 PIN 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究竟

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还是其他欠流动性因素导致，将 PIN 分为了信息和流动性两个部分。通过一个两

步骤的（two-pass）Fama-MacBeth 回归，他们发现 PIN 的信息部分没有被定价，而流动性部分被定

价了。因此，他们认为 PIN 实质上是对流动性的描述，而非信息风险的代表。然而，Easley, Hvidkjaer
和 O’Hara (2010)针锋相对地提出，在涵盖了 Duarte 和 Young (2009)使用的 PSLIQ 与 Amihud 提出的

的 ILLIQ 之后，PIN 对收益的影响仍然显著。 

三、研究思路与模型 

首先，本文探究了股票的信息风险是否对收益有显著影响。具体是在 PIN 模型的假设基础上，

使用买卖笔数差异程度（DON）衡量信息风险，ILLIQ 来衡量流动性风险，并依据 Fama-French 多

因子模型来检验二者对收益的影响。接下来，本文根据 DON 与买卖概率之间的关系，利用每支股

票的分笔交易数据计算出每支股票的熟悉度，即人们在投资这支股票时对于信息的综合依赖程度。

后，本文分别按照公司市值和市净率构建投资组合，分析公司规模与估值水平对信息依赖程度的

影响。 
（一）买卖笔数的差异程度 

由于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或多或少受到信息的影响，假设投资者基于流动性交易的买卖笔数相等，

本文用分笔期间买入和卖出成交笔数之差与总成交笔数之比的绝对值来描述买卖笔数的差异程度

（Difference of Order Numbers, DON）体现市场上基于信息交易的投资者对于同一交易日内同样的市

场信息所作决策的分歧程度，并以此来代表市场上的信息风险，详见式（1）。 

 SB
SBDON

+
−

=  （1） 

其中，B 为分笔期间由买入行为发起的交易成交笔数，S 为分笔期间由卖出行为发起的交易成

交笔数。因此，DON 越大，该股票的信息风险越大。 
（二）欠流动性指标 

由于采用了更高频率的日数据，本文的欠流动性指标在 Amihud (2002)ILLIQ 的基础上，将其设

定为每日股价变动的绝对值与每日交易量之比，即式（2）。 

 ailyvol
ow-igh

D
LHILLIQ =

 （2） 

其中，High 为日 高价，Low 为日 低价，因此（High-Low）为每日股价变动的绝对值，Dailyvol
为每日交易量。理论上，ILLIQ 越大，该股票的流动性风险越大。 

（三）买入和卖出概率 

 FPB 11 βα +=  （3） 

 FPS 22 βα +=  （4） 

B S

B S

P PDTP
P P

−
=

+
                               （5） 

式（3）和式（4）是根据前期实验得到的回归方程，描述了熟悉度（F）与投资者买入和卖出

概率的关系。与 DON 的定义相类似，式（5）定义交易概率的差异程度（Difference of Trading 
Probabilities, DTP）同样衡量了投资者在同样的熟悉度下，买卖行为的差异，相当于对于信息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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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程度。因此在式（6）中，本文假设 DON 和 DTP 相等。 

 DTPDON =  （6） 

因此，本文可以利用实际的分笔数据 B 和 S，计算出每支股票的日均熟悉度，进而分析熟悉度

在不同规模和估值水平公司中的变化规律。 

四、数据与组合构建 

（一）数据 

与以往大多数研究交易量与价格变动关系的文章不同，本文通过由买方或是卖方发起的交易成

交笔数来衡量投资者对市场信息的解读和反应程度，从而可以避免数据受到少数大额交易对交易量

的冲击。 
本文使用的是国泰安高频数据库的分笔数据，原始数据包括了证券代码、交易日期、 新成交

价、累计成交笔数、分笔期间成交金额、买卖标识等共计 47 个字段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数

据已包含了买卖标识这一字段，本文不再需要像大多数学者一样，根据 Lee 和 Ready①(1991)的方法

主观判断每笔交易究竟是有买方还是卖方发起。Chakrabarty, Moulton 和 Shkilko(2012)的研究发现单

纯根据 Lee 和 Ready(1991)的判断方法，使用同期数据会导致 31%的分类错误，即使经过滞后一秒

的处理，仍然存在 21%的分类错误。因此，本文使用的数据可以完全消除这一误差。 
由于高频数据总量过于庞大，本文仿照郑振龙、杨伟（2009）的做法，选取上证 180 指数②的

成分股作为分析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3 年 1 月 4 日至 2013 年 6 月 5 日。 
由表 1 可知，买卖笔数的均值基本一致，但买入笔数的方差始终略大于卖出笔数的方差。这说

明投资者在解读信息后，对于是否买入的分歧要大于决定是否卖出的分歧。同时，本文发现买卖笔

数的相关系数超过 0.87，说明买入和卖出笔数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线性相关性。 
表 1  个股买卖笔数均值与方差的主要分位点 

分位数 买入笔数均值 卖出笔数均值 买入笔数方差 卖出笔数方差 

5% 1895994 1990252 2.52E+12 2.39E+12 
25% 3593573 3820483 1.12E+13 1.04E+13 
50% 6532135 6501903 3.84E+13 3.07E+13 
75% 1.17E+07 1.15E+07 1.11E+14 1.02E+14 
95% 3.14E+07 3.12E+07 8.39E+14 6.11E+14 

（二）组合构建 

首先，本文从 CSMAR 数据库中获得上证 180 每支成分股在样本期间内的证券代码、交易日期、

日收盘价、日 高价、日 低价、日个股交易金额、日个股总市值以及 2013 年一季度每家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总计。 
其次，结合 DON 以及 ILLIQ 的计算公式，得到每支成分股在样本期间每日的 DON 和 ILLIQ。 
仿照 Fama 和 French（1993）的方法，本文分别按照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买卖笔数差异程

度以及欠流动性指标，以其均值为限分为高低两类，从而交叉构建出 16 个投资组合。将每个组合内

部的股票收益率按照当期市值进行加权平均。同时，令 SMB 为市值较小的公司的收益率和市值较

大者收益率之差，令 HML 为账面市值比较高的公司的收益率和较低者收益率之差，并按同理得到

DONSMB 和 ILLIQSMB。 
随后，根据将所有成分股按照市值加权并减去基准的一年期整存整取利率 3.0%③，得到整个市

                                                        
① Lee 和 Ready(1991)的买卖判断准则是将一笔交易的成交价与买卖报价的中点相比较，高于中点为卖出，低于

中点为买入，若二者相同，则与上一笔成交价相比较，以此判断出买卖方向。Boehmer et al.(2007)发现如果将买卖方

向错误分类的话，会导致下偏的 PIN 估计值。 
② 基于客观科学的选择方法，一般认为上证 180 指数的成分股对于上海股票市场的整体运行状态具有代表性。 
③由于中国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市场，因此研究者对无风险利率有多种选择。而本文从投资的角度，选取样本



 

中国股市的信息风险与股票熟悉度 

 50

场加权平均的超额收益率，即 RM_RF。 
另外，由于本文分析的样本期间较短，所以每个投资组合所包含的股票不做调整。 

表 2 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小值 大值 

RM_RF 1442 0.0048581 0.0000908 0.0046584 0.0050219 
SMB 1442 0.0183327 0.0339918 -0.01897 0.0909961 
HML 1442 0.0025045 0.0202711 -0.027528 0.0381368 

DONSMB 1442 0.0029108 0.0185434 -0.027832 0.0338083 
ILLIQSMB 1442 0.0100818 0.0163514 -0.14342 0.0376909 

由表 2 可知，因为 SMB、HML、DONSMB、ILLIQSMB 的均值均为正，可以认为中国股市，

规模小的公司股票收益大于规模大的，账面市值比高的公司股票收益高于账面市值比低的，投资者

对其信息解读分歧较小的公司股票收益高于分歧较大的，而流动性风险小的公司股票收益高于风险

大的，这说明股票的流动性与其收益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表 3 各解释变量的主要分位点 

分位点 RM_RF SMB HML DONSMB ILLIQSMB 
5% 0.0046978 -0.015568 -0.0205154 -0.0233132 -0.099603 

25% 0.0047965 -0.011502 -0.0151739 -0.015423 -0.00705 
50% 0.0048568 -0.009374 -0.0124378 0.0080796 0.0208692 
75% 0.0049281 0.0506539 0.0224107 0.0195043 0.0238705 
95% 0.0049957 0.0690982 0.028628 0.0292192 0.0307027 

通过进一步观察表 3 中五个解释变量的主要分位点，发现除了市场超额收益均为正且变化不大

之外，其余四个基于投资组合特征的收益均存在由负转正的过程。其中，ILLIQSMB 的变化幅度

大，其 5%（ 低 5%）的分位点为（-0.099603），而 95%分位点为 0.0307027，这表明在中国股市中，

个股的流动性高低对其收益差距的影响有正有负，流动性溢价并不明显。 
表 4 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 

  RM_RF SMB HML DONSMB ILLIQSMB 
RM_RF 1 /  /  /  /  

SMB -0.0318 1 /  /  /  
HML -0.0432 -0.0678 1 /  /  

DONSMB 0.0846 0.0336 -0.0002 1 /  
ILLIQSMB 0.0812 0.1122 0.083 0.0244 1 

由表 4 可知，五个解释变量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弱相关性，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值得注

意的是，信息及流动性风险所导致的收益差距和公司规模所导致的收益差距之间均存在相对较高的

正相关性。这说明随着公司规模的增长，其相应的信息及流动性风险也在增加。 

五、信息风险的定价 

（一）因子检验 

Fama 和 French(1993) 提出的三因子模型虽然能够较好地解释股票组合的平均收益，但没有单

独考虑信息及流动性因素。P´astor 和 Stambaugh(2003)提出加入 PSLIQ 因子，而 Amihud（2002）首

次提出的 ILLIQ 因子也被 Caroenrook 和 Conrad（2004）作为流动性因素的考量而纳入到 Fama-French
的因子模型中。同时，DON 作为信息风险的一种度量方法，也可以在资产定价中得到体现。 

理论上，如果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所有收益变化，那么在回归方程中的常

                                                                                                                                                                             
期间基准的一年期整存整取利率为无风险利率 3%，并将其除以 365，以便与现有的日数据进行合理运算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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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项应该显著为零。因此，本文因子检验的关键在于观察加入不同解释变量（即 DONSMB 和

ILLIQSMB）之后常数项的显著性将如何变化。 
本文所考察的解释变量为构建组合时采用的市场超额收益（RM-RF）、公司规模（SMB）、公司

的账面市值比（HML）、买卖笔数的差异程度（DONSMB）和欠流动性指标（ILLIQSMB）。而被解

释变量是以以上 16 个组合为单位，按照市值加权平均得到的收益率，再减去无风险利率 3%。本文

将按以下四种方式逐个添加衡量信息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1. 经典的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 

表 5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回归结果 
  系数 t 统计量 p 值 

RM_RF 107.4928 2.09 0.037
SMB 2.685636 19.5 0 
HML 2.039092 8.83 0 
常数项 -0.4300956 -0.2501799 0.086

调整后的 R
2
 0.2317 /  / 

2. 在三因子模型中加入信息风险因子 DONSMB 
表 6  Fama-French 四因子模型（DONSMB）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t 统计量 p 值 
RM_RF 89.02425 1.73 0.083 

SMB 2.66457 19.45 0 
HML 2.033288 8.85 0 

DONSMB 1.051373 4.18 0 
常数项 -0.343033 -1.37 0.17 

调整后的 R
2
 0.2404 /  /  

3. 在三因子模型中加入流动性风险因子 ILLIQSMB 
表 7  Fama-French 四因子模型（ILLIQSMB）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t 统计量 p 值 
RM_RF 31.05726 0.67 0.505 

SMB 2.407321 19.25 0 
HML 1.673877 8 0 

ILLIQSMB 4.763122 18.24 0 
常数项 -0.1007674 -0.45 0.656 

调整后的 R
2
 0.3758 /  /  

4. 在三因子模型中同时加入信息和流动性因子 

表 8  Fama-French 五因子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t 统计量 p 值 

RM_RF 13.77624 0.3 0.767
SMB 2.388207 19.21 0 
HML 1.669513 8.03 0 

DONSMB 0.9973743 4.4 0 
ILLIQSMB 4.748231 18.3 0 
常数项 -0.0192059 -0.09 0.932

调整后的 R
2
 0.3837 /  / 

（二）结果分析 

一方面，从单个变量的解释能力与是否显著方面来看，除了市场超额收益率（RM-RF）和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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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之外，其他四个解释变量 SMB、HML、DONSM 和 ILLIQSMB 在四次回归中的 P 值均为零，说

明它们即使是在 1%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公司规模、市净率、信息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对组合的收

益率的影响都非常显著的。这一方面说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与 P´astor 和 Stambaugh(2003)以及

Caroenrook 和 Conrad（2004）得出的 PSLIQ 和 ILLIQ 均不显著的结果相反，本文认为在中国股票

市场，流动性风险对股票资产的定价作用显著。另一方面，即使在考虑了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之后，

信息风险的系数也是显著的。这说明在中国市场，信息风险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并不是流动性风险的

替代，而是一种独立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由于 ILLIQSMB 的系数为 4.748231，说明如果两支股

票的欠流动性指标相差 1%，那么这两个组合的收益率将相差 4.75%。同时，DONSMB 的系数为

0.9973743，说明信息风险在中国股票市场中的作用弱于流动性风险，若两支股票的买卖笔数的差异

程度相差 1%，其收益率将相差大约 1%。 
另一方面，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单独加入流动性风险因子后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为 37.58%，

高于单独加入信息风险因子后的拟合优度 24.04%，但都不及同时考虑这两种因素时回归方程的拟合

优度 38.37%。这说明同时考虑两种风险，能够更好地拟合股票收益的历史波动，且同信息风险相比，

流动性风险对股票收益波动的贡献更大。 
此外，本文发现除了经典的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之外，无论加入信息风险还是流动性风险

因子，常数项的系数即使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不显著，无法直接从显著性的角度比较。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添加信息风险或流动性风险因子分别使得常数项的 P 值急升至 17%和 65.6%，

进一步提升了常数项为零的可能性。而同时加入这两个风险因子，常数项的 P 值更是达到了 93.2%。

这说明加入新的风险因子，加大了判断剩余未知影响因素的难度。 

六、熟悉度的计算与分析 

(一)前期实验 

根据行为金融理论，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有不同偏好。在前期实验中，本

文根据市场上出现的信息类型及相关文献，将投资者关注的信息分为五大类共 16 项，如表 9 所示。 
表 9  投资者信息偏好调查表 

指标 排序 公司财务指标类 
中宏观经济形势类 偿债能力指标  

宏观经济形势  资产负债结构指标  
行业形势  盈利及增长能力指标  
政府政策  现金流量指标  

公司基本情况类 股票指标类 
公司知名度  K 线及趋势类指标  
经营状况  各种技术分析指标  
发展前景  历史交易情况  
重大事项及重要新闻  他人推荐类 
  股评机构或老师的推荐  
  朋友及亲戚的推荐  
由于在实际的交易中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资者所考虑，因此本文令实验者选取其中影响

大的 9 个因素进行排序，进而得到各类信息的权重，构成熟悉度的基本单位，以此来给定信息进行

实验。 
笔者选择了 50 名有过投资经验的在校大学生进行实验，首先根据表 9 得到每位实验者对于 9

类信息因素的权重。接着，笔者模拟实际的投资操作，给定实验者 7 个代表不同熟悉度的信息组合，

观察实验者的操作。信息组合分为利好和利空两种，每种 7 个，由相应权重的多种信息构成。每位

实验者在给定的利好或利空信息下分别进行 7 次独立重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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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实验，本文得到在利空及利好情况下，实验对象在 7 种熟悉度下的买卖决策和仓位，

并将每次实验所有参与者各项操作的概率近似于对应熟悉度下的买卖概率，对买卖概率与熟悉度进

行回归分析。 
(二)计算方法 

由前期实验得到，买入概率与熟悉度（F）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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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由于人们对于风险普遍厌恶，前期实验发现卖出概率接近于常数 0.8703，基本不受到熟悉度的

影响。因此，本文得到关于熟悉度的分段函数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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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由于 DON 和 DTP 都衡量信息风险，本文令 DON=DTP。此外，在现实中，利好和利空的信息

几乎总是存在且交叉的，不太可能出现熟悉度小于 0.2222 或大于 0.8889 的极端情况。因此，本文假

设当熟悉度在 0.2222 与 0.8889 的区间内时， 

 0.5997 0.4146 1.74061
0.5997 1.326 0.5997 1.326

B S F
B S F F

− −
= = −

+ + +
 （9） 

通过式（9），本文利用实际的买卖笔数来反推每支股票的日均熟悉度（将等式两边平方，以此

消除绝对值的影响），并进一步按照公司规模以及市净率对公司进行分类，对不同组别公司的熟悉度

特征进行分析。 
（三）结果分析 

计算得每支股票的日均熟悉度，其均值为 0.1776184，说明在中国股票市场上人们基于信息而投

资股票的比重大约为 17.76%。此外，本文按照上市公司在样本期间的平均市值和市净率，由高到低

分别分为 3 组，共组成了市值高、市值中和市值低以及市净率高、市净率中和市净率低的 6 组股票。 
根据表 9 中各组股票熟悉度的主要分位点，本文发现高市值公司的股票熟悉度一般低于低市值

的公司 5%左右，而高市净率公司的股票熟悉度均高于低市净率的公司，平均幅度超过 10%。熟悉

度会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经历先增加后减小的过程，这可能由于公司在中期扩张的过程中承担的

风险有所增大，投资者在决策时会额外注重相关的信息。然而，随着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扩张，根据

成长周期理论，公司利润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较小，投资者因而对公司信息不

那么敏感和关注。从市净率的影响来看，随着估值水平的上升，股票价格越来越偏离公司实际的盈

利能力，且存在高估的可能。因此，投资者对信息会更加敏感，要求的熟悉度也同步上升。 
表 9  各组股票熟悉度的主要分位点 

组别 第 95 分位 第 75 分位 中位数 第 25 分位 第 5 分位 
市值高 0.2318079 0.2032855 0.1769485 0.1484805 0.0984625 
市值中 0.2674397 0.2135999 0.1801092 0.1363386 0.0979566 
市值低 0.2503937 0.2083445 0.1873235 0.1532947 0.0978988 

市净率高 0.2513636 0.225308 0.1918814 0.1664299 0.135827 
市净率中 0.2698027 0.2133095 0.1913025 0.1668312 0.1221638 
市净率低 0.2394379 0.2048883 0.1777061 0.1437116 0.0950588 

通过进一步比较（见表 10），本文认为和 DON 相比，熟悉度主要具有以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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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各组股票的 DON 和熟悉度均值及方差的主要分位点 

组别 分位点 日均笔数差异 日均熟悉度 
笔数差异 
标准差 

熟悉度标准差 

第 95 分位 0.2931831 0.2318079 0.2334913 0.3802779 
第 75 分位 0.2606583 0.2032855 0.2090467 0.3564665 
中位数 0.2433997 0.1769485 0.1963014 0.3388373 

第 25 分位 0.22811 0.1484805 0.1833315 0.3225159 
市值高 

第 5 分位 0.2113139 0.0984625 0.1658973 0.3071819 
第 95 分位 0.2894441 0.2674397 0.2382848 0.381935 
第 75 分位 0.2654631 0.2135999 0.2078288 0.35259 
中位数 0.2416092 0.1801092 0.1991895 0.3418725 

第 25 分位 0.223082 0.1363386 0.1865513 0.3209248 
市值中 

第 5 分位 0.1901805 0.0979566 0.1614604 0.2986582 
第 95 分位 0.2864793 0.2503937 0.2299253 0.3722728 
第 75 分位 0.2545436 0.2083445 0.2055016 0.3432148 
中位数 0.2376602 0.1873235 0.1932667 0.3306309 

第 25 分位 0.2241266 0.1532947 0.1807085 0.3183685 
市值低 

第 5 分位 0.1994763 0.0978988 0.1590521 0.2892099 
第 95 分位 0.2920225 0.256077 0.2402566 0.3866157 
第 75 分位 0.2494439 0.2249479 0.2076722 0.3530889 
中位数 0.2335396 0.1913655 0.1963605 0.3351865 

第 25 分位 0.216327 0.1661592 0.1815421 0.3224303 
市净率高 

第 5 分位 0.2014862 0.0915723 0.1551968 0.278579 
第 95 分位 0.2714604 0.2698027 0.2370375 0.3809962 
第 75 分位 0.2501674 0.2140898 0.2101393 0.3515453 
中位数 0.2371788 0.1914718 0.1963207 0.3362363 

第 25 分位 0.2212887 0.1667962 0.1845649 0.3171025 
市净率中 

第 5 分位 0.1931211 0.1221638 0.1600964 0.2958097 
第 95 分位 0.2931831 0.2394379 0.2295441 0.372792 
第 75 分位 0.2613684 0.2048883 0.2062967 0.3495028 
中位数 0.2414232 0.1777061 0.1945705 0.333038 

第 25 分位 0.2266869 0.1437923 0.1827588 0.3194782 
市净率低 

第 5 分位 0.2049554 0.0950588 0.1636472 0.2997334 
首先，熟悉度的波动性始终大于 DON 的，这表明熟悉度作为一个更加贴近投资者主观心理而

非客观行为的变量，对信息风险的变化更加敏感。 
其次，本文观察到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熟悉度先增加、后减小，DON 则稳步增加。从表面上

看，这说明投资者更容易对规模大的公司产生有分歧的信息解读。然而这很有可能是由本文之前假

设的不基于信息的交易行为导致。大公司知名度高，盈利水平较稳定，往往被基于流动性交易的投

资者所持有，这类交易导致的 DON 与信息风险无关。然而，熟悉度的变化规律更加符合人们主观

上对信息风险的认知。例如，投资者对扩张中的小公司的相关信息非常敏感，而对处在成熟期的大

公司则不然。 
另外，本文还发现，随着市净率的增加，熟悉度稳步增加，但 DON 与市净率之间则没有比较

确定的关联性。的确，股价偏高或偏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 DON 代表的是每日高频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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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所代表的分析周期不一致，在理论上也不应该有明确的相关性。 

七、结论 

利用中国股票市场 2013 年的分笔交易数据，本文通过构造 Fama-French 五因子模型，发现信息

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是显著的，信息风险是独立于流动性风险之外而存在的一种影

响资产定价的重要因素。然而，DON 对现实中投资者对于信息敏感程度的解读并不理想，因此本文

进行前期实验，利用分笔数据计算出股票的熟悉度，发现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熟悉度会先增加后

减小，随着市净率的增加，熟悉度会持续增加，这符合市场中投资者对信息的敏感程度的变化规律。

因此，本文认为熟悉度能解释投资者在实际交易中对信息的依赖程度，并建议通过加强投资者教育

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来减小中国股票市场的信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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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武汉大学生信贷消费分析及对策探究 

钟天皓  袁腊梅  寿佳琰  周雨希  王慧婷  

摘  要：大学生的消费欲望日益增长，却又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这使其较以往更为需要信贷来获

取足够的消费能力，但是，大学生普遍缺乏有效的信誉证明，所以各大银行普遍少发甚至不发行面对大学

生的信用卡。为了满足消费需求，大学生转而向各信贷公司申请消费信贷，然而这又引发了信贷公司设置

过高利率等问题。本文通过对武汉市大学本科生信贷消费现状的调查，基于 logistic 模型进行信贷影响因

素相关性分析，得出了武汉市大学生信贷消费仍处于新生且快速发展阶段的结论 ，并就此提出我们的建

议。 

关键词：大学生；信贷消费；Logistic 模型 

一、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群体变得越来越庞大，据《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在校本

专科学生、研究生约两千四百万人，而武汉地区在校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则有一百多万人。庞大的

大学生群体成为了我国消费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日益提高，大学生群体消费欲望及能力亦随

之不断增强。然而，因消费观念的改变，日益增长的消费欲望促使一部分大学生开始选择信贷消费，

但是，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首先，大学生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这使其缺乏

有效的信用担保；其次，大学生群体为高素质群体，未来将成为社会的中坚阶层、消费的主力军，

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培养起来的消费习惯，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未来国民消费的发展。如何引

导大学生进行适当的信贷消费，培养良好的理财观念，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背景 

目前，武汉大学生获取信贷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为向银行申请大学生信用卡；二为向信贷公司

申请消费信贷。其中，因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及消费观念不成熟，于 2009 年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

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得向未满 18 周岁的学生发放除附属卡外的信用

卡；而向已满 18 周岁，但无固定工资及稳定收入的学生发放信用卡时，必须落实其第二还款来源，

同时要求第二还款来源确认且书面同意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 

与此同时，各大银行开始严格审核大学生申请信用卡，尽量少审批甚至不审批大学生信用卡。

以下罗列四大银行的相关政策，具体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从银行获取信贷，普遍存在审批困难，信贷额度低等问题，为了满足消费需求，

绝大部分选择信贷消费的大学生均选择从信贷公司获取信贷，然而，因相关法规及监管的不完善，

这一获取信贷的途径引发了较多的社会问题。 

为满足大学生日益增强的消费欲望，武汉地区开始出现主要针对大学生办理小额消费贷款业务

的信贷公司。据武汉晚报报道，武汉在校大学生仅需提供身份证、学生证和银行卡，再经过几十分

钟的审批，付清首付，便可以将自己看中的电子产品带走。据某信贷公司称，从一年多的运营情况

统计，武汉市逾期未还的“贷款学生”近 100 名，有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向户籍所在地发催款函

也没有回应，而这些大学生极有可能因此背上信用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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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生信用卡相关政策 

银行 
是否发行学生信

用卡 

信用额度（初次申请所可

能通过的最大信用额度）
申请所需材料及流程 

中国银行 否 — — 

中国建设银行 是 1000 提供身份证、学生证 

中国工商银行 是 2000 

需要写申请书（须填写父

母联系方式，所在院系辅

导员联系方式）、学生证、

身份证 

中国农业银行 是 
未定（根据提交的材料进

行审核） 

必须提交身份证、学生证；

可额外提交优秀学生等证

明 

注：以上信息均为客服咨询所得，实际办理可能有所不同 

事实上，虽然部分信贷公司的审批过程简单，获取贷款十分便捷，但是，许多信贷公司的利率

设置极高且不合理，甚至有的年利率高达 40%，如此一来，大学生的权益便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本次调研正是基于以上情况，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为大学生信贷现状进行准确的分析，为

大学生信贷制度提出有效的建议。 

三、问卷分析 

（一）问卷总体情况 

    本次共派发 180 份问卷，有效回收问卷 139 份。其中，共有 16 份曾经有过信贷经历的样本，约

占 11.5%，另外，在 16 分有过信贷经历的样本中，仅有 1 份是使用信用卡进行信贷。但是，需要指

出的是，因能力、时间等众多因素限制，且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人数占武汉市大学生总人数的比

例过低，为了能够收集到足量有过信贷经历的样本，故在样本选择上以男生为主。 

（二）问卷具体结果
①
 

1．您的性别：（ ） 
A、男             B、女     
    可以看出，面对消费信贷这一消费方式，男生的接受能力较强，亦更有意愿尝试这种消费模式。 

2．您的年龄是       周岁  

    本次调研对象集中在19至22岁之间，即大部分调研对象均为本科生，这也符合各大院校本科生

占据多数的状况。同时，可以看出来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信贷经历的大学生所占该年龄段的比重不

断增大，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尝试信贷的概率越高。 

3．您来自       大学 
A、一本大学  B、二本大学  C、三本大学  D、专科  E、职业技校 
    可以看出来，有过信贷消费经历的大学生在各个层次的院校中分布较为平均，并没有呈现明显

相关性，说明选择各个层次院校的大学生申请消费信贷时，并没有受到区别待遇。 

4．您来自哪类专业？（  ） 
A、文史类  B、理工类  C、经管类  D、其它 
    可以看出，有过信贷消费经历的大学生在经管类以及“其他”选项中，占据该选项总人数的比

例相对较高。 

5．您每月的生活费大约多少？（  ） 

                                                        
① 以下问卷结果的图示按题序见后面的图 1~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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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0以下 B、500—800 C、800—1200 D、1200—1500 E、1500—2000 F、2000以上 
    可以看出来，有信贷经历的大学生的生活费普遍集中在800至1200元之间，这可能是因为生活费

在这个区间的大学生普遍生活条件较好，在想着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又缺乏一定的资金，

便有了动机去尝试信贷消费。 

6．您对大学生消费信贷的相关信息了解吗？（  ） 
A、较了解   B、有一些了解 C、不太了解  D、完全不了解 
    可以看出来，对信贷了解较多的大学生，越有可能去尝试信贷消费。但亦需要指出了，有相当

大一部分尝试过信贷的大学生对信贷相关信息并不了解，这应该也是他们对自己信贷经历评价较差

的原因之一。 

7．如果要进行信贷消费，您最关注信贷机构的什么因素？（  ） 
A、利率   B、信贷机构知名度   C、借贷安全性   D、其它_________       
    可以看出来，无论是否尝试过信贷消费，绝大部分的大学生均把信贷安全性放在首位。 

8．您在信贷消费时会选择相信审核相对较宽松的小额信贷公司吗？（  ） 

A、较信任  B、一般    C、不太信任   D、完全不信任 
    可以看出来，绝大部分大学生均对信贷公司不太信任，其中，我们对选择 D 选项的两位有过信

贷经历的大学生进行了访谈，其对信贷公司的评价十分差，原因为信贷公司的利率设置过高，且存

在利率介绍不完全的情况。 

9．您购买价格超过800元的电子产品等相对昂贵的消费品的消费欲望为？（  ） 
A、完全不会自行购买  B、不太热衷  C、一般  D、比较热衷  E、非常热衷 
    可以看出来，绝大部分的大学生进行消费时仍较为理性，借此推断出，选择消费信贷的大学生，

绝大部分并不是冲动消费，不能从冲动消费去分析该问题。 

10．您认为大学生的信贷额度会影响你选择信贷消费吗，如信贷额度仅为500至1000元（）？ 

A、有较大影响  B、一般  C、影响不大  D、不考虑信贷额度 
    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大学生均会考虑消费信贷的额度，且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会更为在乎信

贷额度。 

11．您认为给大学生的信贷额度为多少比较合理？（  ） 
A、500-1000   B、1000-2000  C、2000-4000  D、4000-8000   E、8000以上 
    可以看出来，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较没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更为希望有着较高的信贷额

度，且主要集中在2000-4000元。结合之前的题进行分析，应该是因为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普遍

用来购买电子产品，而2000至4000元恰好为超出大学生购买力的电子产品的主要价格区间。 

12．您可以接受小额信贷公司所设置的最大消费信贷年利率为（银行一年期的信贷年利率约为6%）？

（  ） 
A、6%—10%    B、10%—14%   C、14%—18%   D、18%—24%  E、24%及以上 
    可以看出来，没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对信贷公司的高利率接受能力较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

弱，这说明大学生对信贷利率较为敏感，过高的利率会阻碍大学生选择信贷消费。 

13．您是否有进行过信贷消费（）？（若为是，请继续回答15-22题，如果不是，请回答23—24题） 

A、是   B、否 
14．您是如何申请消费信贷的？ 
A、在各个大卖场由销售员代为申请   B、自行网上申请   C、前往公司申请   D、其他 

    可以看出，大部分申请消费的信贷的大学生，均有事先对消费信贷进行了解，继而主动选择是

否进行信贷消费，而不是仅仅因卖场销售员的介绍便草率决定信贷消费。 

15．您申请消费信贷的主要用途为（可多选）？ 
A、购买电子产品  B、购买化妆品  C、购买衣物  D、外出旅游  E、购买门口（演唱会等）   F、
补充生活费支出   G、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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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来，电子产品消费仍然是大学生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 

16．您最近一次申请的信贷利率为      ，信贷额度为      ，还款期限为      。 

    大部分被调查者均表示无法准确记得以上信息，但绝大部分均表示信贷利率过高。 

17．您申请的消费信贷的频率为？ 
A、仅尝试过一次   B、1~2次/年  C、3~4次/年   D、更高的频率 

可以看出，在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群体中，有相当比例的大学生开始经常性进行信贷消费。 

18．您是否有过违约行为？ 
A、是    B、否 

可以看出来，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的守约意识都较为强烈。 

19．您对自己的信贷经历满意吗？（  ）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不满意      D、很不满意 
    可以看出来，大部分有过相关经历的大学生均对信贷消费的评价较为满意。而较为不满意的原

因，普遍均为利率等信息介绍不足。 

20．您觉得通过信贷消费存在些什么不足呢（可多选）？（  ） 
A、信贷审批过程繁杂   B、额度较低    C、利率等信息介绍不足    D、其它       
    可以看出来，信贷公司急需解决利率等信息介绍的问题。 

21．是什么原因是您忽视信贷公司的高利率，坚持信贷消费呢（可多选）？（  ） 
A、便捷的申请途径  B、电子产品等商品具有的吸引力  C、不认为利率很高   
D、不愿找父母要钱   E、其他      
    可以看出，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普遍是因为便捷的申请手段而选择进行信贷消费。 

22．您为什么没有尝试过大学生信贷？（） 
A、不了解，没怎么听说过  B、觉得不够安全  C、自己有足够的财力  D、其他      
    可以看出，对信贷的了解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大学生是否采用信贷消费。 

23．您是否有意向尝试大学生信贷？ 
A、是       B、否 

可以看出来，没有信贷经历的大学生在尝试信贷消费上仍表现得比较谨慎。 

112

27
16

0
0

20

40

60

80

100

120

男 女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图 1                                    图 2 

59

21

40

19

8
1

5
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一本 二本 三本 专科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图 3                                   图 4 

1

24

44

27

18
11

6 5 2 10 1
6

2 2 0 2 2 1 0
0

10

20

30

40

50

18
岁

1
9岁

20
岁

2
1岁

22
岁

23
岁

2
4岁

25
岁

26
岁

2
7岁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28

58

33

20

2 5 5 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文史类 理工类 经管类 其他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武汉大学生信贷消费分析及对策探究 

 60

0

13

67

41

16

20 1

13

1 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A B C D E F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图 5                                  图 6 

25
13

97

41 0

14

1
0

20

40

60

80

100

120

A B C D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图 7                                     图 8 

5

24

92

15

30 3
12

1 0
0

20

40

60

80

100

A B C D E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图 9                                     图 10 

10

55

47

23

31
4

9

2

0

10

20

30

40

50

60

A B C D E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图 11                                   图 12 

5

54

68

12
4 1

11

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A B C D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9

33

89

8
1 4

9
2

0

20

40

60

80

100

A B C D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25

52 51

11
5 5 6

0
0

10

20

30

40

50

60

A B C D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87

44

5 3 0
8 5 2 1 0

0

20

40

60

80

100

A B C D E

总人数

有信贷经历



                                                                  2013 年第 2期  总第 21 期 

 61

16

123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A B

总人数

 

图 13                                    图 14 

13

3

0
1 1

3

0

2

4

6

8

10

12

14

A B C D E F

有信贷经历

 

图 15                                   图 16 

0

16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A B

有信贷经历

 

图 18                                    图 19 

5

0

12

0
0

2

4

6

8

10

12

14

A B C D

有信贷经历

 

图 20                                   图 21 

3

9

3

1

0

2

4

6

8

10

A B C D

有信贷经历

9

7

0 0
0

2

4

6

8

10

A B C D

有信贷经历

1

12

2
1

0

2

4

6

8

10

12

14

A B C D

有信贷经历

9

4

2
3

0

2

4

6

8

10

A B C D

有信贷经历



 

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武汉大学生信贷消费分析及对策探究 

 62

61

11

40

1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A B C D

有信贷经历

 

图 22                                   图 23 

四、模型设计及分析 

（一）logistic 回归模型思想 

对于仅有两个状态的响应变量 Y，分别以 0 和 1 进行表示。以 1Y = 时的概率即 ( 1)p P Y= =
为研究对象。设有 k 个因素 x1，x2，…，xk 影响 Y 的取值，得到 Logistic 回归模型： 

 1ln ( , , )
1 k

p g x x
p

=
−

L  （1） 

进一步代入数据，利用统计软件求解推导出 Logistic 线性回归模型： 

 0 1 1ln
1 k k

p x x
p

β β β= + + +
−

L  （2）  

从而得到概率 p 的计算公式： 

 
0 1 1

0 1 11

k k

k k

x x

x x

ep
e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L

L
 （3） 

（二）模型可行性分析 

1．原理上具有可行性。 

大学生信贷问题只存在两种状态，即信贷消费与放弃信贷消费，符合 logistic 模型中关于响应变

量仅有两个状态的规定。 

2．计量上具有可行性。 

宏观分析大学生信贷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时所需的各种数据可通过分析汇总多种媒体对大学生

信贷的报道而初步得出。而后期具体分析各种因素作用过程及作用程度的数据可以通过对调研地点

武汉市的大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 

3．因素确定上具有可行性 

通过前期对所得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得到大学生信贷的各种可能影响因素，然后利用 SPSS 软件

对这些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选择有统计学意义以及无统计学意义但 p值接近 0.05 且小于 0.1 的因

素，即达到统计学意义上具有显著水平的检验要求。 

（三）因素分析过程 

通过初步调查分析，我们预测可能影响大学生是否选择信贷消费的因素为六个，分别是生活费

的多少、对电子产品等奢侈品的消费欲望、对信贷消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大学生所能获得的信

贷消费的额度、信贷消费的利率以及对小额信贷消费公司的信任度。 

（四）模型的建立 

1．变量的选择及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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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宏观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得到对大学生信贷具有显著影响关系的因素，包括生活费的多

少（X1）、对电子产品等奢侈品的消费欲望（X2）、对信贷消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X3）、大学

生所能获得的信贷消费的额度（X4）、信贷消费的利率（X5）以及对小额信贷消费公司的信任度（X6），

对各变量进行赋值。 
表 2  变量赋值表 

编码 变量名 变量赋值 

X1 每月生活费的数目 
500 以下=5    500-800=4    800-1200=3 
1200-1500=2   1500-2000=1   2000 以上=0 

X2 对电子产品等奢侈品的消费欲望 
完全不会自己购买=0  不太热衷=1  一般=2  
比较热衷=3  非常热衷=4 

X3 对信贷消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 完全不了解=0  不太了解=1  有一些了解=2  较了解=3 

X4 大学生所能获得的信贷消费的额度
不考虑信贷额度=0    影响不大=1    一般=2    
有较大影响=3 

X5 信贷消费的利率 A=5   B=4   C=3   D=2   E=1 

X6 对小额信贷消费公司的信任度 完全不信任=0   不太信任=1 一般=2  较信任=3 

Y 是否使用大学生信贷这一方式 是=1    否=0 

2．大学生信贷消费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1）分析过程 
利用调研中对武汉市部分大学的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的实际统计数据，以是否使用大学生信贷

这一方式为因变量，同时根据上述赋值方法，将已以宏观分析筛选出的各种可能影响因素记为自变

量，并将相关调研数据转换为分析数据制成数据表，录入 SPSS 软件中，利用该软件进行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 

（2）模型结果分析 
对 SPSS 软件所导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剔除在显著水平为 0.05 的条件下不显著的变量，即剔除

对大学生信贷无显著影响的因素，得到大学生信贷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线性回归方程，并最终得到

有关影响大学生信贷概率 P 值的计算公式，为以后大学生信贷的趋势预测、相关制度的改进提供定

量依据。 

（五）相关因素的 logistic 分析 

1．以是否选择信贷消费为因变量，预测中的六大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分析，借助 SPSS 软件进行

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表 3  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x1 .284 .438 .421 1 .517 1.328 
x2 -.422 .522 .656 1 .418 .655 
x3 2.950 .817 13.044 1 .000 19.106 
x4 .649 .402 2.614 1 .106 1.915 
x5 -.687 .404 2.898 1 .089 .503 
x6 -.500 .544 .843 1 .358 .607 
常量 -4.728 2.680 3.112 1 .078 .009 
可以发现，仅有一项对信贷消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X3）的 P 值<0.05，而其他项因素的 P

值均>0.05，即在把六个因素同时代入模型中时，只有对信贷消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X3）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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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相关性，而其他因素不呈现显著相关性。 

2．为了避免因变量过多影响变量的显著性，故采用试错法进行变量排除（即每次排除一个最

不显著的变量），以观察变量的显著性是否会有所提高。 

（1）排除变量“生活费的多少（X1）”，结果如下所示： 
表 4  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x2 -.440 .520 .717 1 .397 .644 
x3 3.044 .807 14.233 1 .000 20.995 
x4 .682 .397 2.962 1 .085 1.979 
x5 -.674 .395 2.903 1 .088 .510 
x6 -.558 .542 1.060 1 .303 .572 
常量 -4.152 2.490 2.782 1 .095 .016 
（2）排除变量“对电子产品等奢侈品的消费欲望（X2）”，结果如下所示： 

表 5  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x3 3.007 .798 14.209 1 .000 20.227 
x4 .613 .382 2.578 1 .108 1.845 
x5 -.616 .388 2.521 1 .112 .540 
x6 -.590 .533 1.222 1 .269 .555 
常量 -4.979 2.305 4.665 1 .031 .007 
（3）排除变量“对小额信贷消费公司的信任度（X6）”，结果如下所示： 

表 6  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x3 2.875 .761 14.277 1 .000 17.721 
x4 .585 .379 2.385 1 .123 1.795 
x5 -.603 .395 2.333 1 .127 .547 
常量 -5.481 2.242 5.978 1 .014 .004 
（4）排除变量“信贷消费的利率（X5）”，结果如下所示： 

表 7   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x3 2.839 .744 14.571 1 .000 17.103 
x4 .517 .369 1.965 1 .161 1.676 
常量 -7.941 1.684 22.228 1 .000 .000 
（5）排除变量“大学生所能获得的信贷消费的额度（X4）”，结果如下所示： 

表8  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常量 2.812 .742 14.371 1 .000 16.646 
x3 -6.996 1.498 21.815 1 .000 .001 
可以看出，在本次基于试错法的回归分析中，对信贷消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X3）的 P 值始

终小于 0.05，而其余变量始终大于 0.05，因此，可以认为,在本次调研结果中，因素“对信贷消费相

关信息的了解程度（X3）”对大学生是否选择信贷消费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其他因素不具有显著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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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模型建立失败原因分析 

根据此次的调研结果，我们对模式建立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将其归结为两大原因——大

学生信贷消费尚未成熟及样本容量过小。 

    大学生信贷消费仍处于新生阶段，未形成较大规模，这使得我们难以收集到足量的曾经有过信

贷经历的样本，而样本容量不足，使数据不具备代表性,随机性过强；其次，大学生信贷处于快速发

展的阶段，相关制度亦远未完善，大学生在进行信贷消费时的外部条件不断改变，即影响因素不断

变化，这使得影响因素的显著性难以体现。 

六、问卷及模型综合分析及建议 

（一）综合分析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与预测差异较大，最终只有一个“对信贷消费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

（X3）”因素表现出了相关性。此因素表明，当大学生对信贷消费相关信息了解程度越高，其选择信

贷消费的可能性便越大，其原因可能是当了解程度越高，大学生对消费信贷的信任度越高，便也越

有可能在有需求的时候选择信贷消费。而目前大学生选择信贷消费的比例较低，很大程度上便是因

为信贷消费的相关信息普及度不高。 

为了进一步的分析，以下把其余五个未表现出相关性的因素结合问卷进行分析。 

1.“生活费的多少（X1）”因素表明了选择信贷消费的大学生生活费主要集中在800至1200元区

间，数据的分布更为接近正态分布，这可能是因为生活费在这个区间的大学生普遍生活条件较好，

在想着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又缺乏一定的资金，便有了动机去尝试信贷消费。 

2.“对电子产品等奢侈品的消费欲望（X2）”表明了大学生对电子产品等相对昂贵的消费品有

着一定的追求，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状的。同时，该因素未在

模型中体现出相关性，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并未因为对昂贵消费品的追求而选择冲动消费。 

3.“大学生所能获得的信贷消费的额度（X4）”因素表明大部分大学生均会对信贷额度进行考

虑。结合问卷第十二题（“您认为给大学生的信贷额度为多少比较合理？”）分析，大部分大学生

均希望信贷额度能在 2000 以上，而目前大部分银行仅能为大学生提供约 1000 元的额度，这也是有

大量大学生选择向小额信贷公司申请信贷的原因。 

4.“信贷消费的利率（X5）”因素结合问卷第二十一题（“您觉得通过信贷消费存在些什么不

足呢（可多选）？”）进行分析，表明无论是有过信贷经历，大部分大学生均对利率较为敏感，但

是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又普遍认为利率等信息介绍不足，说明信贷公司在利率介绍方面做得较差，

亦不能拒绝信贷公司有意为之的可能性。 

5.“对小额信贷公司的信任度（X6）”因素表明可以看出来，大部分大学生均对信贷公司不太

信任，其中，我们对选择 D 选项的两位有过信贷经历的大学生进行了访谈，其对信贷公司的评价十

分差，原因为信贷公司的利率设置过高，且存在利率介绍不完全的情况。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大部分的大学生对消费信贷的认识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信用卡层面，同

时，又因为银行较少发行大学生信用卡，所以大学生对这方面的了解不多；至于向信贷公司申请消

费信贷的情况，在武汉市大学生群体中仍属于新生事物，武汉市大学生对此了解较少，甚至于有颇

多的调研样本表示他们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至于目前申请了消费信贷的大学生，从有信贷经历的

样本来看，他们并不热衷于对购买电子产品等相对昂贵的消费品（其程度与没有信贷经历的样本几

近一致），我们认为其大部分是出于理性需求而申请的，超前、非理性消费的情况并不常见，即我

们认为大部分申请消费信贷的大学生，均经过了理性思考分析自己的实际需求以及偿还能力。与此

同时，我们亦认为，即便选择信贷消费的大学生有足够的能力偿还信贷，大学生追求过于昂贵的消

费品仍不值得提倡，但此问题涉及面过广，本文仅讨论大学生消费信贷的现状，以及是否存在过度

消费等情况，故不对此问题作过多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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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得出来，信贷消费在武汉市大学生群体中虽尚未流行，但其情况已经有了快速发展的趋

势，如在武汉市广埠屯卖场中，大量的商铺已经和捷信信贷公司合作，当大学生有需求的时候，直

接由销售员代为向捷信申请信贷。 

（二）相关建议 

1．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信贷公司的操作 
从问卷数据来看，大部分的信贷公司普遍存在利率信息介绍不足等问题，甚至于部分信贷公司

设置高达百分之四十的非法的信贷利率，这在无形中增加了选择信贷消费的大学生的风险。通过建

立的健全的法律法规，明确相应的信贷流程，增加信贷信息的透明度，这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信贷风

险，更可以引导大学生信贷消费良性发展，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 

    2．银行适度放松大学生消费信贷 

信贷消费并不意味着就是非理性消费，适度的信贷消费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个人理财

意识的培养，大学生信贷消费亦是如此。至于信贷风险的方面，因为大学生信贷额度不高，且据长

江日报调查称，大学生违约风险较低，两万多申请消费信贷的大学生中，仅有一百来名大学生逾期

未偿还信贷，同时，倘若大学生无法偿还贷款，仍有其父母代为偿还，所以银行向大学生发放消费

信贷，并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 

3．向大学生传播正确的消费观念 

大学生消费观相对而言仍不够成熟，信贷消费观更显稚嫩，因此，无论是否有意愿尝试信贷消

费的大学生，均应得到相关的教育，以培养良好的理财意识。同时，根据前文的分析，大学生信贷

消费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在此环境下，对大学生进行信贷消费的教育显得重要且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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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某小额信贷公司信贷申请表 

小额贷款 
— 声明 — 

您所提供的数据信息真实与否将直接影响您申请贷款审批的结论判断。 我们也将遵守法律法规（资料保

密协议）。您确定要申请贷款请提供以下材料 

性别  申请人姓名  

籍贯  

婚 姻 状 况   身份证号码  

职业  身份证地址  

月收入  现居住地址  

申请额度  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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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用途  贷款期限  

自有资金  QQ  

 户名 

开户行  

 

贷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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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贷款月利息是 0.8%，如利息一万元一个月利息是

80 元/月。 

利息按月或季度还 ，到期就还本金。 

特授贵行有权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查询，使用本人个

人信用 报告，有权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本人

个人信用信息，并有权 在贷款期限内以后贷后管理方式查询

本人个人信用报告。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能提供的个人证件资料：                                

（如户口本、身份证、工作证明、收入证明、营业执照等有效证件） 

身份证必须的，其他的能提供尽量提供证件越多放款越快额度越高。 

贷款资料：身份证，或户口本（要提交公安户籍管理系统和银行征信系统进行审核核对） 

贷款流程：(1)客户申请（需注贷款用途、金额、联系地址、姓名固定电话及手机）(2)项目初审、审查(3)公司对申

请人提交资料进行审核(4)银行审批(5)签订合同(6)发放贷款（档案管理）     

备注提示：我们将会把您的资料提交审核部及银行征信系统进行审核请认真清楚写，保证资料真实有效才能审核通

过。 

 

The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redit Consum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Wuhan Based on the Logistic Model 

Zhong Tianhao   Yuan Lamei   Shou Jiayan   Zhou Yuxi   Wang Huiting 

Abstracts：The consuming desire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en increasing as time passed by, but the fact 
that college students don’t have enough money results in the need of the loan much more than ever. 
However,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lack of effective credit makes most banks reluctant to issue credit 
cards that cater to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need of consumption, they turn to the loan 
companies and it brings about the problem of exorbitant interests.  
The paper has made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consuming loan is still in the new and rapid 
develop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status survey of undergraduates in Wuhan 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loan’s affect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logistic model. Finally, we have given our suggestions about this 
situation. 

Key words：college students; credit consumption; the logis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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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被占用对城市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 

李斯特  潘意文 刘宗函  

摘  要：本文针对车道占用对城市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运用人工统计、显著性检验、交

通流模型和 VISSIM 仿真技术等方法进行求解。问题一中，采用人工统计的方法，此外考虑到更广的应用范

围，本文还运用 VISSIM 仿真计算堵车时的实际通行能力。最终发现，软件输出结果与人工统计结果吻合，

证明该软件仿可沿用到后续问题中。问题二中，首先用非参数检验证明两组数据分别服从正态分布，接着运

用 T 检验得出影响确有差异。分析可知：平均水平下，大流量车道被占据比小流量车道被占据会使实际通行

能力更低。问题三中，运用逐步放松假设的思想，先不考虑相位、路长和车流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

速度—密度关系式、流量守恒建立交通流模型。接着放松假设，建立改进模型。 问题四中，确定参数，求

得结果为 4.05 分钟。考虑到参数选定可能带来误差，采用多组不同的参数，得出一定区间内的解（3 分钟到

5.5 分钟），并对误差予以说明。考虑到 VISSIM 软件对事故仿真效果很好，根据题意设定参数后进行 VISSIM

仿真，求得结果为 5.33 分钟。 

关键词：VISSIM 仿真；非参数检验；t 检验；交通流模型 

一、问题重述 

（一）问题的背景 

车道被占用是指因交通事故、路边停车、占道施工等因素，导致车道或道路横断面通行能力在单

位时间内降低的现象。由于城市道路具有交通流密度大、连续性强等特点，一条车道被占用，也可能

降低路段所有车道的通行能力，即使时间短，也可能引起车辆排队，出现交通阻塞。如处理不当，甚

至出现区域性拥堵。 

车道被占用的情况种类繁多、复杂，正确估算车道被占用对城市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程度，将为

交通管理部门正确引导车辆行驶、审批占道施工、设计道路渠化方案、设置路边停车位和设置非港湾

式公交车站等提供理论依据。 

（一）问题的提出 

1．根据视频 1，描述视频中交通事故发生至撤离期间，事故所处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的变化过程。   
2．根据问题 1 所得结论，结合视频 2，分析说明同一横断面交通事故所占车道不同对该横断面实

际通行能力影响的差异。  
3．构建数学模型，分析视频 1 中交通事故所影响的路段车辆排队长度与事故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

事故持续时间、路段上游车流量间的关系。 
4．假如视频 1 中的交通事故所处横断面距离上游路口变为 140 米，路段下游方向需求不变，路段

上游车流量为 1500pcu/h，事故发生时车辆初始排队长度为零，且事故持续不撤离。请估算，从事故发

生开始，经过多长时间，车辆排队长度将到达上游路口。 

二、问题分析 

（一）问题一的分析 

问题一要求描述视频中交通事故发生后，事故所在处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的变化过程。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实际通行能力的定义。实际通行能力指的是当横断面满负荷运载车辆时，单

位时间内通过该横断面的车流量。 

                                                        
作者简介:李斯特、潘意文、刘宗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CFA1101 本科生。本文系 2013 年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全国二等奖作品。因版面有限，故略去附件表格和代码，表格样式、排版和摘要也有所修改，请自行参考

原文，比赛题目也请读者自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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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通行能力的处理可以分为两部分：对处于持续拥堵的时间内，横断面显然已经超负荷运载。

此时，通过横断面的流量即为实际通行能力；当处于非堵塞时间内，横断面的实际通行能力可以引用

相关文献中的公式求得。 
数据的收集可以采用人工统计。以相位变换时间 30s 为间隔，统计视频一中各个时刻的流量变化

以及车辆的平均车速，求得各个时段的实际通行能力。由于视频一跳过了某个时间段，可以结合公式

法来对这些遗漏的数据进行补充。并将持续的时间分为三个阶段，代表事故发生前，波动的堵车阶段

和稳定的堵车阶段进行分析。 

由于人工统计存在一定的误差，且一段视频中展示的情况可能会受到车流的波动性的影响，不能

平均准确地考察一般情况，也不能就一些路面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所以，可以运用 VISSIM 软件对

其进行仿真，并结合人工统计进行分析。 

（二）问题二的分析 

问题二要求结合问题 1 的结论分析说明同一横断面交通事故所占的车道不同对实际通行能力的影

响。 

首先，可以对视频二进行与前文相同的人工统计和处理，得到每个时刻的流量和实际通行能力的

数据。但由于视频二中有一段事故车辆停靠的位置并不理想，后来车主对其进行了调整，使车子堵住

了两条车道。对于前面位置不理想的部分不予考虑。 

得到二者实际通行能力数据后，看图发现视频二中的拥堵时的实际通行能力比视频一中的实际通

行能力要大。为了严格的验证不同的车道被占用时实际通行能力的之间真的存在差异，可以对两组数

据进行显著性检验。可以采取参数或非参数检验，具体方式需进一步分析。 

（三）问题三的分析 
问题三要求我们寻求交通事故影响的路段车辆排队长度与事故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事故持续时

间、路段上游流量之间的关系。 

此问题涉及变量过多，可以采用逐步放松假设的方法建立模型。首先可以不考虑相位、车流量和

路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速度—密度关系式、流量守恒建立交通流模型，并求得关系。接着放

松假设，考虑相位和路长的影响，建立改进模型。 

（四）问题四的分析 

问题四要求我们求出给定数据下的排队长度到达 140m 所需时间。 

可以沿用问题三中的改进模型，确定其中的相关参数，并结合问题一中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结

果。考虑到参数选定可能带来误差，可以采用多组不同的参数，重新计算，得出一定范围内的解，并

结合模型对结果可能带来的误差进行说明。 
考虑到 VISSIM 软件对道路的仿真效果很好，根据题意设定参数后用 VISSIM 对问题进行仿真。 

三、模型假设 

1．假设所有车辆都遵守交通规则； 
2．假设车辆进入车道就换到目标车道； 
3．不考虑小区的影响； 
4．不考虑相位二时的车流量； 

四、符号约定 

1q   路段上游的车流量 jk   阻塞密度 

2q   事故发生处的车流量 wv   交通波（集中波或消散波）速度 

c   实际通行能力 L   车辆排队长度 

fv   畅游速度 T   一个相位的长度即 30s 



 

车道被占用对城市道路通行能力的影响 

 70

五、问题一及问题二的解决 

（一）模型建立的准备 

本部分将先说明如何对视频 1、2 进行人工数据采集。得到两种情况下的实际通行能力变化数据后，

采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对两组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由此说明同一横断面交通事故所占车道不同对

该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影响的差异。 
后改进数据的采集方式，采用 VISSIM 仿真方法对数据进行采集。比较仿真与人工方法结论是

否大致相同，若相同则说明仿真方法贴合实际，可以进一步用于问题四的解决。 
问题一要求我们描述视频一中，交通事故发生到撤离期间，事故所处横断面的实际通行能力的变

化。实际通行能力是指实际交通条件下单位时间通过该横断面 大可能车流量。 
针对视频中的实际情况，如果不堵车，道路未达到满负荷，我们无法知道实际通行能力，所以分

两种情况讨论：堵车和不堵车。不堵车时，我们采用实际通行能力计算公式计算；堵车时，我们第一

种方法是采用人工统计的方法统计单位时间的车流量，未堵车期间的单位时间车流量用公式法算出的

实际通行能力数值取代。 
第二种方法是采用 VISSIM 仿真来模拟真实情况。在处理数据时，因为小区的进车量和出车量都

很少，对问题分析影响不大，所以，我们忽略小区的存在。 
问题二要求我们综合视频一和视频二分析同一横断面交通事故所占车道不同对实际通行能力的影

响差异。为此，我们采用第一问的方法处理视频二，比较两个视频事故期间的实际通行能力，分析得

出差异。 
在收集数据时的三点说明：1．人工统计时，凡是在一个周期内车尾经过统计线（见附录图 5.1）

则计入该周期车流量；2．由于相位变化时间为 30 秒，所以设定 30 秒为一个统计周期；3．一辆小车

视为一辆标准当量的车，一辆大车视为两辆标准当量的车。 
1．本部分涉及的假设 
（1）假设车辆进入车道就选择其目标车道。 
（2）假设车辆都遵守交通规则。 
（3）忽略小区的影响。 
2．通行能力的计算 
实际通行能力的数据由堵车时和不堵车时这两部分组成： 
（1）堵车时：堵车时采用人工收集数据。 
（2）不堵车时：此时实际通行能力为[1] 

 1 2 3 4 5 6* * * * * *C C= ∂ ∂ ∂ ∂ ∂ ∂基  （5.1） 

式中符号表意如下： 

1∂ —多车道对路段通行能力影响折减系数；见表 5.2； 

2∂ —对向车道对路段通行能力影响折减系数，一般取 0.894； 

3∂ —车道宽度对路段通行能力影响折减系数；见表 5.3； 

4∂ —自行车混入路段通行能力影响折减系数； 

5∂ —行人过街等因素对路段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6∂ —有快车和铁道口等的影响折减系数。 
目前 2∂ 、 4∂ 、 5∂ 、 6∂ 在本题中没有影响，忽略不计，简化后公式为： 

 1 3* *C C= ∂ ∂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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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一条车道的理论通行能力（c基 ） 

V(km/h) 20 30 40 50 60 

N(pcu /h) 1380 1550 1640 1690 1730 
 

表 5.2  多车道通行能力影响折减系数（ 1∂  ） 

车道位置 第一条车道 第二条车道 第三条车道 第四条车道 第第条车道

折减系数 1 0.8-0.89 0.65-0.78 0.50-0.65 0.40-0.52 
 

表 5.3  车道宽度的通行能力影响折减系数（ 3∂ ） 

车道宽度 3.5 3.25 3 2.75 

折减系数 1 0.94 0.85 0.77 
1．计算一条车道的理论通行能力： 
通过观察视频可以发现：道路通畅时，车辆通过 240m 的时间是 22 秒，对应的速度求得：10.91m/s，

即 39.27km/h。通过查表可以知道：视频中一条车道对应的理论通行能力是 1640 /pcu h 。 
2．视频中未堵车时的实际通行能力： 
视频中的道路有三条车道，我们选择第二条车道和第三条车道的折减系数时取的是中间值：第二

条车道折减系数 0.85，第三条车道折减系数 0.72。 

根据附件 3，可以知道每条车道宽为 3.25m，通过查表 5.3， 3 0.94∂ = 。 

39621640* (1 0.85 0.72) *0.94 33 / min( min 30 )pcuC pcu h h s
h

= + + = = =  

发生车祸后不堵车的实际通行能力： 

' 1 11 / min( min 30 )
3

C C pcu h h s= = =    

3. 实际通行能力的统计验证： 
在事故车辆刚离去的那个周期，道路是满负荷的，此时的流量应等于实际通行能力。经过统计，

该周期的车流量与公式求得的数据吻合。（见附录图 5.2） 
(二)数据收集——人工统计法 

遵照模型准备时的数据收集的说明，我们可以得到两个视频中某些周期的车流量，见附录表 5.4、
5.5。根据这两张表，我们用 EXCEL 生成曲线图 5.3 和 5.4： 

  

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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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通过观察图（5.4）和视频（2）可以看到，上图有部分数据缺失，是由于视频跳过了那个时间段。

事故发生时间是 16:42:32，且同时已经发生堵车。之后的某一个时间段内（16:44:50~16:45:40）车辆得

到疏通，接着又发生拥堵且一直持续下去。结合公式法计算得到的实际通行能力，我们可以填补

16:44:50~16:45:40 这个时间段的空白，得到实际通行能力的变化曲线图（对应表见附录 5.6）： 

   

图 5.5 
通过观察图（5.5）和视频（2）发现，事故车辆初始停放位置并不理想（见附录图 5.6），没有占

满两条车道，导致很长时间道路未达到满负荷。在 17:43:39 时刻，车辆位置发生了改变（见附录图 5.7）。
我们认为这之后的数据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认定这个时刻是事故发生时间。第一次堵车时间是

17:45:32，第一次疏通的时间是 17:46:05，第二次堵车时间是 17:47:42，并且之后可以看作持续拥堵。

结合公式法可以得到实际通行能力的变化曲线图（对应表见附录 5.7）： 

   

图 5.8 
通过比较图 5.5 和图 5.8，可以看出：视频一的实际通行能力的平均水平低于 10 / minpcu h ；视频

二的实际通行能力的平均水平高于 10 / minpcu h 。 
我们猜测有如下结论：同一横断面发生事故，占据车道不同对实际通行能力有不同的影响，占据

车流量大的车道比占据车流量小的车道会更容易降低实际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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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二的解决 

通过上面对视频 1、2 进行数据收集后，我们可以对收集的两组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由此判断同

一横断面交通事故所占车道不同对该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由于两组数据相互独立，首先想到的是采取两组独立样本的 t 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的前提是两

组数据分别服从正态分布。若不服从正态分布，则考虑采取非参数检验。 
1．正态分布检验 
下面利用 SPSS 对两组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首先通过观察两组数据的频数图进行初步判断。 

 
视频 1                               视频 2 

图 5.9 

可以发现两组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进一步观察 SPSS 同时生成的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 

表 5.4 

统计量 视频 1 视频 2 
标准差 1.36292 1.85439 
偏度 .050 -.275 

偏度的标准误 .448 .448 
峰度 .387 -.457 

峰度的标准误 .872 .872 
极小值 7.00 7.00 
极大值 13.00 14.00 

由表 5.4 可知视频 1、2 实际通行能力的偏度和峰度均小于 1，则可近似认为两组数据服从正态分

布。但仅此还不足以说明情况，下面将进一步采取单样本 K-S 检验来求证两组数据是否均服从正态分

布。利用 SPSS 生成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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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5 可以看出，K-Z 检验中，视频 1、2 的 Z 值分别为 0.845、0.839，对应 P 值分别为 0.473、
0.482，P 值均大于 0.05，故可很大程度上证明两组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所以下面将采取参数检验中的

t 检验对两组独立样本进行显著性差异判断。 
2．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利用 SPSS 中的均值检验功能得出如下结果： 

表 5.6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F Sig. 

1.902 .174 
 

表 5.7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差分的 95% 置信区间 t df Sig.(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下限 上限 

-2.760 52 .008 -1.22222 .44290 -2.11096 -.33348 

从两表中可以发现：F 统计量的值是 1.902，对应的置信水平是 0.174，说明两样本方差之间不存

在显著差别，所以采用的方法时两样本等方差 T 检验。T 统计量的值是-2.760，自由度是 52，95%的

置信区间是（-2.11096，-33348），临界置信水平为 0.008 远小于 5%，说明事故发生在同横断面、不

同车道时对实际通行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 
3．VISSIM 仿真 
（1）VISSIM 仿真的准备 
VISSIM 软件是一种微观交通仿真工具，可以对发生交通事故时路况进行模拟。故第二种获取实

际通行能力数据的方式采用 VISSIM 对事故发生后的路况进行仿真，并 终获取相关数据。由于该软

件进行模拟需要对相关参数进行设定，故仿真前需根据一定标准对参数进行确认。首先要明确的是只

对大型机动车和小汽车进行模拟。由于现实生活中多数城市路段限速在 50km/h，故所有车型的期望速

度取 40km/h， 高为 45km/h。 
此外，还需要对小汽车和大型机动车期望加速度、期望减速度、重量等参数进行设定。本文采取

系统默认参数，故下面只列出小汽车的期望加速度变化图。 
横坐标为时速，顶点为 250；纵坐标为期望加速度，顶点为 3.5，均为常用单位。小汽车的期望加

速度如图 5.10 所示。 

   

图 5.10 
除此以外还需对大小车比例和上游路口流量进行设定。大小车的比例为 2:98。由于是仿真，故采

取近似于人工统计的 1300 为路口流量。 
（2）VISSIM 仿真结果 
以附件的示意图为蓝本建立仿真模型后，对视频 1、2 的实际情况进行模拟，视频 1、2 仿真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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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如图 5.11、图 5.12： 

   
图 5.11 

   
图 5.12 

图中绿线为事故发生横断面。为了尽可能贴近实际情况，所有元素均按实际比例进行调整。 
为更好观察交通系统微观运行情况，下面列出近视图，视频 1、视频 2 两种情况分别如图 5.13 和

图 5.14： 

   

图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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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观察仿真近视图可以发现，存在抢道现象，并且大型机动车较少，符合真实情况。 
由于软件版本限制，故采取学生版的 大仿真时间 600 秒，以 30 秒为周期对数据进行统计。结束

后将事故横断面通行流量进行输出，得到如下结果（具体数据见附录），视频 1、2 分别如图 5.15 和

图 5.16： 

   

 图 5.15                             图 5.16 
横坐标以 30 秒为一个单位，纵坐标为车辆数。事故发生在第 50 秒，通行流量呈周期性变化，并

且维持在一定水平以内。仿真所得横断面通行流量变化与人工统计情况存在相同特性。 
在仿真得出横断面通行流量后，采取与人工统计相同的处理方式，将非堵车时点的数据剔除，用

公式算出的实际通行能力代替。由于仿真情况为事故发生后自第一次堵车后一直处于堵车状态，所以

只需将事故发生到第一次堵车间的数据予以替换即可。 终获得事故发生后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的变

化图分别如图 5.17 和图 5.18： 

   

图 5.17                            图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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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统计的优点在于，完全遵照实际交通情况，生成的图更加贴近真实情况。缺点在于，容易在

统计过程中漏看、错看，造成结果有偏差。 
而 VISSIM 仿真的优点在于，完全遵照道路的客观条件，生成的图能够排除一些偶然因素，更能

说明当时路面的理论通行情况。缺点在于，本文采用的软件为学生版本，无法引进行人因素，忽视了

路面实际通车时的人为影响。但总体来说与实际情况吻合，可以进一步用于问题四的解决。 

六、问题三的解决 

（一）模型建立的准备 

本部分将采取逐步放松假设的方式，运用流体力学中的交通流概念进行模型一的建立。并对其改

进建立模型二， 终得出车辆排队长度和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事故持续时间、路段上游车流量的关

系。 
问题三中要求建立事故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c、事故持续时间T 和路段上游车流量 1q 、车辆排队

长度L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的是交通流模型。为了简化模型，一开始忽略相位变化、路长和同一横

截面不同车道流量不同带来的影响建立模型一；接着将考虑相位变化和路长建立模型二。 
在建立模型的过程，将涉及以下概念： 
1．流量q ：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截面的车辆（标准车当量，下同）数。 
2．密度k ：单位距离内的车辆数。 
3．速度v：单位时间内车辆走过的距离，一般指某一区间内的平均车速。 

4．畅行速度 fv ： 高的理论速度，即没有任何阻碍时，车辆的行驶速度。 
5．阻塞密度 jk ： 高的理论密度，当达到这一密度时，车辆将无法行进。 
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考虑有下列假设和相关说明： 
1．拥堵的状况处于一个稳定的状况，即在事故没有清理完的情况下，横断面不可能恢复正常的通

车，也就是不拥堵。 
2．横断面的实际通行能力c用堵塞时事故发生处的流量 2q 来代替。这是由于当横断面处于堵塞

状态时，路道已经处于超负荷状态，而此时横断面的实际通行能力受制于事故发生处的流量，因此，

这样的代替是合理的。 
3．车辆排队长度指的是与进入横截面速度不一样的车排成的队列的长度。即处于排队中的车辆是

因为堵车而被迫减速甚至停车的车辆。 
4．在同一相位内进入横断面的车辆试作一股速度、密度恒定的车辆流，而且问题考虑的是堵车相

对比较稳定时，即存在等候车辆时的状态。上游车流量是指进入横断面的车流量，即事故发生后的上

游路口的交通组织方案并不影响上游进入横断面的车流量。 
5．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并不会影响实际通行能力、事故持续时间的差异和上游车流量的和车辆排

队程度。由上一个假设可知，在每一个相位中进入的车流均为恒定，而上游的流量和相位并不变化，

所以，事故发生的位置只会影响第一波车流到达的时间。而问题考虑的是一个稳定的状况，因此并不

影响问题分析。再由前面仿真的结果可知，假设是合理的。 
6．相位二时不会流进任何的车辆。由前面视频中的统计数据可知，相位二时流进的车辆非常少，

为了简化问题，提出如上假设。因此，若给出的上游平均流量为q ，则在相位一时流量为2q，相位

二时为 0。 
7．忽略由小区流进和流出的车辆。 
（二）模型一的建立 
由定义可得，流量q 、密度 k 和速度v之间存在如下的恒等式 
 q kv=  （6.1） 
另外，经验告诉我们，速度和密度之间有其他的关系：当道路上车辆增多时，即车流密度加大时，

车辆就被迫降低车速。由此，需建立另外一个速度与密度关系式，即 Greenshields 速度—密度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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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reenshields 速度—密度关系式推导 
将车流中第 n 辆车的位置和速度分别即为 ( )nx t 和 ( )nv t 。在稳定状态下，所有车的速度和密度均

为定值。假设第 n-1 辆车突然减速，则第 n 辆车将随之减速。两车之间速度差越大时制动力越大，两

车间隙越小时制动力越大。经过一定的作用后重新恢复稳定状态。 
有前面推理得，当未定状态被破坏时，第 n 辆车试驾的制动力与两车速度差成正比，与两车间隙

的平方成反比，经过制动后稳定状态恢复，有如下微分方程 

 1
2

1( )
n n n

n n

dv v v
dt x x

λ −

−

−
=

−
 （6.2） 

注意到 ( )nv t 和 ( )nx t 之间是导数关系，（6.2）可以表示为 

 
1

1( )n

n n

dv d
dt dt x x

λ
−

= −
−

 （6.3） 

对两边进行积分 

 
1

1( )
( ) ( )n

n n

v t c
x t x t

λ
−

= − +
−

 （6.4） 

再由前面推理得稳定状态下车速v和车辆间隙d 相同，所以 1/k d= 。把 0k = ， fv v= 和
jk k= ，

0v = 两个初始条件代入得到 Greenshields 速度—密度关系式[1] 

 (1 )f
j

kv v
k

= −  （6.5） 

把q kv= 代入得到q 与 k 的关系式 

 2 0f
f

j

v
k v k q

k
− + =  （6.6） 

2．交通流模型 
由 VISSIM 仿真得图 6.1，如图所示，事故发生后是由原来的 3 车道过渡到只有 1 车道。在进入事

故发生区域之前（3 车道阶段），车流是能够畅通运行的，一旦进入 1 车道后，车流就会出现拥挤，甚

至堵塞。如同水流一样，管道内的水流突然收到阻碍而向后反弹，形成一个向后的波，这个波将会影

响事故发生区域前的 3 车道区域，而使其产生紊流现象。根据这一现象，进行推理并建立交通波模型，

并把这种波称为集中波。 

   

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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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个简化的情况，如图 6.2 所示，由三个矩形构成，第一个矩形代表由上游进入的车辆处于正

常通车状态的 3 车道区域；中间较窄的矩形代表的是处于减速甚至等待状态的 1 车道区域，即堵塞区

域和事故发生区域； 后一个矩形是车辆驶出事故发生区域后进入的正常行驶区域。 

 

图 6.2 
其中 1v 、 1k 和 1q 是区域 A 中的平均车速、平均密度和流量， 2v 、 2k 和 2q 是区域 B 中的平均车速、

平均密度和流量， s 是两区域的交接处。由流量守恒得在一定的时间 t 内横穿截面 s 的车辆数 N 和集

中波速度 mv 符合 

 1 1 2 2( ) ( )w wN v v k t v v k t= − = −  （6.7） 

1 1 2 2( ) ( )w wv v k v v k− = −  

有 1 1 2 2

1 2
w

v k v kv
k k

−
=

−
 （6.8） 

由q kv= 可变为, 2 1

2 1
w

q qv
k k

−
=

−
  

即 w
dqv
dk

=  （6.9） 

把 Greenshields 速度—密度关系式代入得到[2] 

 1 2(1 )w f
j

k kv v
k
+

= −  （6.10） 

若 wv 的值为负，则此时的交通波为集中波，会使排队的长度增长；若 wv 为正，则此时的交通波

为消散波，会缓解排队的长度。 
由式（6.6）可解出相应的 1k 和 2k ，又因为（6.6）为二次函数，所以有两个解。考虑到在进入堵

塞区前较为畅顺，速度较快，所以 1k 取较小值；而进入堵塞区后，将会变得非常拥挤，所以 2k 取较大

值，得： 

 

2
1

1

4 /
2 /

f f f j

f j

v v v q k
k

v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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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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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2 /

f f f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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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而任意时刻车辆的排队长度则是集中波的速度 mv 与 t 的乘积 

   ( ) ,wL t v t=     (1 )t T≤ ≤  （6.12） 
式子（6.10）~（6.12）即为事故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 2( )c q 、事故持续时间T 和路段上游车流量 1q 、

车辆排队长度 L之间的关系，其中 fv 和 jk 为常数。 
（三）模型一的改进 
在模型一的基础上考虑相位的变化和路长建立模型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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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前面的描述，相位一时，上游流量为 11 12q q= ；相位二时，上游流量为 12 0q = ； 
2．每次车辆的排队长度不能超过街道到事故发生点的距离L′ ，不小于 0。 

 

第一相位                             第二相位 

图 6.3 
1．相位一的情况 
在稳定状态时，事故发生区域即拥挤区域内的道路处于满负荷的状态，因此横断面的通行能力即

事故发生处的汽车流量 2q 和密度 2k 并没有发生变化。根据模型一中式 6.10 可得到相位一的集中波速

度 1wv 。在相位一中有流入的车流，因此，交通波为集中波，速度 1wv 为负值。 

 11 2
1 (1 ) 0w f

j

k kv v
k
+

= − <  （6.13） 

其中 11k 满足下列等式且取较小值 

 2
11 11 12 0f

f
j

v
k v k q

k
− + =  （6.14） 

接着考虑道路长短的影响即 L′的影响，假设处于一个 0 0 ( 30 )t t t T T s′ ′≤ ≤ + = 的相位一。开始时，

道路的剩余长度为 0( )L L t′ − 。 

若 ( )
1 0wv T L L t′ ′≤ − ， 

 10 0( ) ( ) ( )wL t L t v t t t t T ′= + ≤ ≤ +
 （6.15） 

当道路长度不影响路况时，值不变。 

若 ( )
1 0wv T L L t′ ′> − ， 

 0 1 0 0 1

0 1

( ) , ( ' ( )) /
( )

', ( ' ( )) /
w w

w

L t v t t t L L t v
L t

L t L L t v
⎧ + ≤ ≤ −⎪= ⎨ > −⎪⎩

 （6.16） 

当排队长度超过道路长度时，则排队长度为道路长度。 
2．相位二的情况 
当处于相位二时，上游的流量 12q 则变为了 0。同相位一的情况，事故发生处的汽车流量 2q 和密

度 2k 不发生变化。由于此时上游流量 12q 为 0，是因为没有车流入，所以此时的上游流入的车流密度 12k
为 0。同样由式（6.10）可得到此时的交通波速度 2wv 。此时，由于没有车进入横断面内，排队的车辆

队伍得到略微的减少，倘若堵塞队列能在相位二内驶走，那么平均时间内的排队长度接近为 0。这时

的交通波是一个消散波，速度 2wv 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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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 0w f

j

kv v
k

= − >  （6.17） 

由于排队长度必须为非负，而且当不存在拥堵时，消散波也不存在（因为截面之间没有密度差）。

假设处于一个 0 0 ( 30)t t t T T′ ′≤ ≤ + = 的相位二。开始时，排队长度为 0( )L t 。 

若 ( )
2 0wv T L t′ ≤  

 0 2( ) ( ) ,wL t L t v t= −   0 0t t t T ′≤ ≤ +  （6.18） 

当排队长度为非负时，无影响。 
若 ( )

2 0wv T L t′ > ， 

 0 2 0 0 2

0 2

( ) , ( ) /
( )

0, ( ) /
w w

w

L t v t t t L t v
L t

t L t v
− ≤ ≤⎧

= ⎨ >⎩
 （6.19） 

排队长度的 小值为 0。 
当一个周期内（相位一和相位二），排队长度没到达极值，即0 L L′≤ ≤ ，那么这个周期内排队长

度的增量为 

 0 0 1 2( 2 ) ( ) ( )w wL t T L t v v T′ ′+ − = −  （6.20） 

七、问题四的解决 

（一）模型建立的准备 

本部分将在给定上游流量 1 1500 /q pcu h= 、车辆排队长度 140L m= 的条件下求得事故持续时

间 t 。从两方面进行求解： 
1．应用问题三中建立的模型二进行求解。 
2．应用 VISSIM 软件对道路情况进行仿真求解。 
获取交通流模型需要的数据： 

模型二的关系式，即式（6.13）~（6.20）中涉及的未知量有 9 个，但是只要知道 6 个未知量就可

以求得事故持续时间 t ，这六个量分别为畅行速度 fv ，阻塞密度 jk ，相位一、二时上游流入的车流密

度 11k 、 12k ，事故发生处的车流密度 2k ，车辆排队长度L。 
获取的途径和具体数值如下： 

1．畅行速度 fv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3]可知对于同方向只有 1 条机

动车道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 50 公里的限速。考虑到还有行人等其他情况的干扰，结合前面问题

一中视频统计的在通畅时的车辆速度一般为 40 公里每小时，所以设定畅行速度 45 /fv km h= 。 

2．阻塞密度 jk ：由文献[4]（http://www.docin.com/p-441757871.html）中得知标准车当量的标准车

长为 6 米。我们设在交通拥堵时，车子间的车头间距平均为 1.5 米（即 小的车头间距），那么 大的

密度即为在平均在 7.5 米内有 3 辆车（3 车道），转化单位后，得到阻塞密度为 400 /jk pcu km= 。 

3．相位一、二时上游流入的车流密度 11k 、 12k ：由于密度和流量之间存在关系式（6.6），所以可

由相位一、二上游流入的车量流量 11q 、 12q 求得 11k 、 12k 。而 11q 和 12q 的确定根据模型二中的假设得

到 11 12 3000 /q q pcu h= = 和 12 0 /q pcu h= ，所以 12 0k = 。而具体的 11k 将在求解部分解出。 
4．事故发生处的车流密度 2k ：同样可以由事故发生时的流量 1q 计算得出。而 2q 的取值为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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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数据的第三阶段（即稳定的拥堵时间段）事故发生处流量的平均值，选取的是视频 1 中 16:47:30
到 16:55:30 中每 30 秒流量的平均值，即是每 30 秒 9.44 辆车，单位转化后为 12 1133 /q pcu h= 。 

5．车辆的排队长度由题目得到 140L m= 。 
（二）交通流模型 

1．交通流模型的求解 
由流量—密度的关系式（6.6）求得每个流量相应的密度。由于流量—密度关系式是一个二次函数，

所以，同样的流量将会对应两个不同的密度值。根据前面问题三中模型二，在上游流入的车流因为比

较通畅，所以上游流入的车流密度取两个解中的较小值；而在事故发生处则相当拥挤，所以事故发生

处的车辆密度取两个解中的较大值。 

将 11q 和 fv 、 jk 带入式（6.6）求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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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4 /
84.53 /

2 /
f f f j

f j

v v v q k
k pcu km

v k
− −

= =  （7.1） 

将 2q
和 fv

、 jk
带入式（6.6）求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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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37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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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v q k
k pcu km

v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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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将 11k 和 12k 代入交通波速度公式即式（6.13）得到相位一时的集中波速度 1wv  

 
1

11 2(1 ) 1.78 /w f
j

k kv v m s
k
+

= − = −  （7.3） 

相位一内车辆排队长度增加值 1LΔ  

 1 1 53.4wL v T m′Δ = =  （7.4） 

同理将 2k 代入式（6.17）得到相位二时的消散波速度 2wv  

 2
2 (1 ) 0.84 /w f

j

kv v m s
k

= − =  （7.5） 

相位二内减少的车辆排队长度 2LΔ  

 2 2 25.2wL v T m′Δ = =  （7.6） 

一个周期（两个相位）产生的排队长度 LΔ  

 1 2 1 2 28.09w wL v v T L L m′Δ = + = Δ − Δ =  （7.7） 

如果直接用 /t L L′= Δ ，若排队长度在相位一就已经达到了 L 时会产生错误，所以首先算出经过

的周期数的下限 

  1( ) 3L Ln
L

−⎢ ⎥= =⎢ ⎥Δ⎣ ⎦
 （7.8） 

那么事故持续的时间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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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05minL n Lt n
L

− Δ
= + =

Δ
 （7.9） 

所以，从事故发生开始，经过大约 4.05 分钟后，车辆排队长度将到达上游路口。 
2．交通流模型结果分析 
交通流模型求解得到了估计的结果。视频二中大约每 2 到 3 分钟，车辆排队长度会在 120 米左右，

当上游流量的不同和排队长度的增加时，相应的时间也会增加。所以，不严谨的说，模型求出来的结

果是合理的。 
但实际上结果是被低估的，这源于交通流模型本身的问题。交通流模型只区别事故发生位置前的

车流密度和事故发生位置车流密度，所以考虑的是一个稳定的情况（两个密度并没太多的变化）。不过，

车流并不是稳定的，从事故发生到形成稳定的堵车（事故发生位置的流量变化不大）有一个过程。 
由问题一、二的描述分析知道，从事故发生到形成稳定的堵车之间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交通流

模型并没有考虑这一部分的变化时间，造成了低估。 
另外，考虑到畅行速度 fv 和阻塞密度 jk 的选取可能会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一定范围内改

变畅行速度 fv 和阻塞密度 jk ，用 Matlab 重新计算车辆排队长度到达上游路口所需的时间。 
其中畅行速度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将范围设定为 40-50 公里每小时，以 1 为间隔；阻塞密度所考

虑的是车头间距的影响，因为一些大型的汽车算作多个单位的标准车当量，而这等于车当量之间的车

头间距为 0，所以平均车当量的车头间距要略小于实际的车头间距，因此设立车头间距范围是 0.5 米-2
米之间，以 0.5 米为间隔，对应的阻塞密度在 375 辆每小时-461.54 辆每小时之间。得出的结果如下表。 

表 7.1 不同参数下的事故持续时间表 

 461.54  428.57  400 375 
40 4.45  4.09  3.31  3.01  
41 4.50  4.14  3.36  3.07  
42 5.03  4.19  3.41  3.12  
43 5.08  4.23  3.45  3.17  
44 5.12  4.28  3.50  3.22  
45 5.16  4.32  4.00  3.26  
46 5.20  4.36  4.04  3.30  
47 5.24  4.39  4.08  3.34  
48 5.27  4.43  4.12  3.37  
49 5.30  4.46  4.15  3.40  
50 5.33  4.49  4.19  3.44  

由上表可知，随着阻塞密度 jk 的增大和畅行速度 fv 的增大，事故持续时间 t 就越长。具体事故持

续时间 t 根据选取的参数由 3 分钟到 5 分半钟不等。 
（三）VISSIM 仿真 
问题四给定上游入口流量为 1500 /pcu h，交通事故所处横截面向上游方向移动 100m，并且事故

发生时排队长度为零。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只给予水平相位输入流量，依此来确保输入上游路口流量为

1500pcu/h。对于排队长度的衡量指标采用 大排队长度，统计时间间隔为 10s。 
基于遵循相位二时的上游流量为 0pcu/h 的假设，且考虑到上一路段仅有 2/3 的车辆流入（剩余的

1/3 流入上方），为了确保上游路口流量为给定值 1500pcu/h，所以需要将上游路口后方输入路段的输入

流量定为 4500pcu/h。由于软件版本所限，仿真时间定为 大值 600s，仿真实况如下图： 
如图所示，事故发生点由原来的绿线移至 140m 刻度线处，400s 时 长排队达到 137m，但由于排

队检测器设置位置的偏差，并且排队计数是以检测器上游第一辆车为起点，故可以认为此时排队长度

在 140m 左右。还需要注意的是车辆产生器在上一个路段。通过数据可以知道事故发生在 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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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通过 VISSIM 仿真后问题四的结果为 320s（即 5.33 分钟）时，车辆排队可达上游路口，即排队

长度为 140m。其余时间段对应 大排队长度见附录表 7.2。 

   
图 7.1 

八、模型评价 

本文就交通事故占据车道对道路通行的一系列影响等问题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研究。 
针对第一问和第二问，通过实际通行能力计算公式、人工统计、VISSIM 仿真等方法描述了特定车

道被事故车辆占据对实际通行能力的影响。并且经非参数检验后运用 t 检验比较说明了不同车道被占

据时实际通行能力的差异。 
针对第三问，通过建立交通流模型，可以得到视频一中交通事故所影响的路段车辆排队长度与事

故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事故持续时间、路段上游车流量间的关系。 
针对第四问，沿用第三问的交通流模型，代入具体数据，求得车辆排队到路口所用时间。之后运

用 VISSIM 仿真方法，模拟出排队过程，求得时间。 
（一）优点分析 

1．本文涉及的模型具有普遍性、可操作性。 
2．针对收集有关实际通行能力的数据，本文建立的模型分别使用了实际通行能力计算公式、人工

统计、VISSIM 仿真等方法。实际通行能力计算公式能根据道路的给定参数十分客观地表述未堵车时

的道路实际通行能力。人工统计能够十分真实地描述现实情况下的堵车时的实际通行能力。VISSIM
仿真根据设定的参数，可以多次模拟，剔除掉一些偶然因素（如个别司机的开车习惯），对不同环境适

应力较强，比较灵活地模拟出实际情况。 
3．针对第三问中车辆排队长度与事故横断面实际通行能力、事故持续时间、路段上游车流量间的

关系，本文建立了交通流模型。交通流模型借用了流体力学的原理，很好模拟了车辆运动的过程，并

得出了比较好的结果。 
（二）缺点分析 

1．前两问涉及的基于人工统计做出的模型，由于是小组成员通过边看视频边数得到的数据，有可

能会出现数据的错记、漏记的情况。之后视频中有一段时间需要用公式法算出的数值取代车流量，由

于记录数据时取的是周期（相位）初始时刻，所以无法在准确的时刻进行取代，只能把取代的时刻近

似看作周期开始或结束的时刻。 
2．第三问涉及的交通流模型不能区分事故车辆占据不同车道对道路通行的影响，与实际有区别。 
3．本文中的 VISSIM 仿真由于版本限制没有考虑行人与公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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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的推广及改进方向 
1．本文涉及的 VISSIM 仿真可用于不同路况的交通系统。 
2．问题三中，本文建立的两个交通流模型没有区分事故车辆占据不同车道对道路通行的影响，应

该在这一点上做出改进。 
3．考虑到道路流量比例会对换道频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道路实际通行能力，可以采用 VISSIM

结合行人、公交、道路流量比等因素进行仿真，得出更为贴近实际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程莹．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影响传播机理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6． 

[2] 姜启源，谢金星，叶俊．数学建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2-43． 

[3] 李作敏．交通工程学[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83-87．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2004． 

[5] 张战峰，王勇．城市机动车保有量预警机制研究[J]．软科学，2008(1):71-74． 

 

The Problem Caused by Lane Occupation 

Li Site   Pan Yiwen   Liu Zonghan 
Abstract:The thesis uses artificial statistics, significance testing, traffic flow model and VISSIM 

simul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caused by lane occupation. In question 1, when there’s traffic jam, we choose 
the real traffic capacity formula. Without jam, we find the artificial statistics suitable. In order to put it further, 
we also uses VISSIM simulation to measure the real traffic capacity and it comes out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correspond with the artificial statistics’ which confirms the liability of the simulation software. 

In question 2, we have testified that different occupied lanes do have variable impacts on real traffic 
capacity.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we come up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under the average level, 
higher capacity lanes’ occupation will lead to lower real traffic capacity. 

In question 3, based on the idea of gradually relaxing the assump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phase position, 
path length, traffic flow is not considered. On this basis, the traffic flow is buil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ed-identity formula and flow conservation to obtain the preliminary relation. Then it loosens the 
assumption to build the improved model with the influence of phase position and path length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inal relation is attained.  

In question 4, by adopting the improved model in problem 3, it determines the parameter and combines 
the data in problem 1 to find out that the result is 4.05 minutes. Considering the errors in the selection of 
parameters, it adopts many parameters in different groups to recalculate to get the result within a certain range 
(3 to 5.5 minutes) with the errors explained. In view of the good simulation effect of the VISSM software in 
accidents, the VISSM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after setting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 The result 
worked out is 5.33 minutes. 

Highlights of this article:1.when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 of effects in problem 2, it applies 
nonparametric test to select methods appropriately.2.it relaxes the assumption gradually when building the 
traffic flow model to make it close to reality as much as possible.3.using the VISSIM software appropriately 
to simulate and combining other methods to solve the problem 

Key words: VISSIM simulation; nonparametric test; t test; traffic flow model 
责任编辑：胡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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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 

旻郭 蕙  

应学苑之邀分享保研经验，作为学苑的老成员，首先要感谢给予过我莫大帮助的诸位师兄师姐

和一起奋斗前进的小伙伴；就保研这段经历而言，收获的不仅是一段经验，也有自己的成长。 
我有幸参加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夏令营以及人

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九月推免复试，所报项目均为金融专业硕士，均可算收到 Offer。下面主要介

绍一下整个准备和复试的过程。 

一、准备阶段 

最初我也在出国和保研之中躁动了一阵，于 2013 年 3 月中旬开始正式准备保研。准备的内容主

要有中文简历、英文简历、个人陈述、推荐信和参营论文，在准备的过程中，和一些师兄师姐有过

交流，主要确定几个问题：一是申报学校的选择；二是申报专业的选择；三是需要的准备；也请师

兄师姐和几位老师帮我修改过相关材料。关于学校的选择主要有两大类人，一类是有特定目标，比

如偏好上海地区会选择上海的一些大学和浙大申报，比如对自己很自信的夏令营也有可能只投递了

北清复交人；另一类是广投的，广投更稳妥，但是有特定目标的准备可以更有针对性；专业选择也

有两类，一类是仅报目标专业，比如大部分人选择的金融，另一类是选择一流学校的经济类专业，

比如北大经济、清华理论经济学、南开西经、人大农发技经等，仅报金融面临的竞争非常大，但是

相对而言复习准备也会比较有针对性，而选择一些非热门的专业，则增大了进入一流大学的可能性。

考虑自己的兴趣和就业，我最终是广投金融专业，优先申报金融硕士，没有金融硕士的学校投递金

融学。之后的五六月份主要是网申、投递、准备期末以及等初审结果。 
补充： 
1．关于考 IELTS 和 GMAT 等考试的必要性，是口语和逻辑的锻炼，国外考试很大程度上是考

逻辑，而现在很多一流学校和企业的复试中都有逻辑这一环节，所以在平时训练逻辑思维非常重要。 
2．我在准备阶段出现了重大的失误，直接影响了夏令营的表现，当时我咨询的基本都是专业排

名一二的师兄师姐，他们强调综合能力和论文非常重要，这些也确实很重要，但是我忽略了基础课

程以及专业知识方面的复习，像数学和西经是大一大二的知识，而且投资要转金融，金融方面的专

业知识也是不完全够的，所有的复试其实都是在专业知识基础上进行，综合能力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专业扎实才是王道、是地基。而且在复试过程中，笔试的分差是硬分差，但是综测的分差一般最好

和最差都不会相差过十分。在几个学校我都碰到过同一个很文静内敛的女孩，并且英语口语也不好，

但是专业知识特别扎实，笔试成绩相对靠前，所以都收到了 offer。并且我申报的大多是金融硕士，

很少学校对论文有高要求，我花了四个月撰写和修改了一篇没有大毛病的论文的成本远高于收益了。 

二、夏令营 

（一）复旦经院夏令营 

复旦（7 月 7 日-12 日）：复旦经济学院只有金融专业硕士和硕博项目，没有学硕。金融营名单

上百余人，但是因为复旦营的时候清北的夏令营已经进行了或者对一些人提前面了，所以实际到营

的仅七十余人，而且一部分是拿了清北 Offer 去体验的。第二天有让大家填调剂专业的表格，在金融

硕士、金融硕士基金方向、国际商务硕士、保险硕士、税务硕士中填报三个专业排序（当然也可以

只填一个不服从调剂），其中金融硕士和金融硕士基金方向共招 50 人，其他几个专业招 10 人左右，

                                                        
 作者简介：郭旻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投资 1002 班本科生，曾任《金融学苑》编辑部编辑，现已保送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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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年复旦新闻学院和经济学院商定合作开办一个财经新闻方向的专业，剩下的愿意调剂的都可以

去。所以今年很好运是百分百录取率。 
7 月 7 日：报道，分别住在锦江之星和莫泰酒店。 
7 月 8 日：开营；经院党委书记石磊教授《中国未来靠什么增长》、胡永泰教授演讲“the future of 

RMB international and Shanghai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中金投行副总经理周晶波《兼并

收购在中国》、汇添富基金人力资源总监王静金融行业就业专题讲座；金融硕士项目推介；选拔笔试； 
7 月 9 日：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博提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阐述；刘红忠教授基于跨期消

费角度对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及其波动的研究报告；外语口试；参观校园。 
7 月 10 日：综合素质考核（在 9 号晚上根据 9 号当天的两个讲座，学院提供了六七个题目，每

个人选择一题做成一份 PPT 第二天陈述，复旦提供机房上校园网，但是资源有限，很多同学都还是

找本校或复旦的同学帮忙查找的资料）。 
7 月 11 日：东方明珠、银行博物馆等地游玩。 
补充： 
1．笔试具体内容：数学（两题微积分、一题线代、一题概率论，偏证明）；宏微观（考到了福

利经济学和经济租等很多没有学习过的章节）；作文（关于金融杠杆）。 
2．外语口试有三组，两组是生活面，如同 hometown、major 等等，一组老师专业面，这就看运

气了。我那组没有自我介绍，老师手头有我们报名的材料，问了以下几个问题： 
（1）Introduce your project about behavioral finance. 
（2）What exactly the noise is in the stock market of China, give us some examples. 
（3）If you are the governor, what would you do to control the noise? 
3．综合测试有四个老师，你按自己 PPT 讲，老师会看自己心情打断你，比如有同学临时学了

一个模型来搞一个题目，PPT 主要内容都是模型的推导，但是当天老师说这个模型我们都知道不用

讲了，直接讲你的结论，于是就很尴尬；而且很多同学会选择同一个题目，所以在后面面试的很没

优势，老师会说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听过了等等，所以就算很一定要有自己的逻辑、视角以及创新点

在；另一个综测是无领导小组讨论，由某专业人力公司安排题目和流程，复旦也有老师一起参与评

判，一组抽一道题，然后大家就题目讨论，再一人总结报告，其他人可以再补充。 
（二）中财金院夏令营 

央财（7 月 15 日-20 日）：12 日复旦营结束后，直接高铁去了北京，由于发现自己基础知识没复

习好，心里很焦虑，在 QIAN 师姐的友情提供资料和陪伴下，13、14 日在北京把三门数学的课件和

高鸿业宏微观的重点过了一遍，人在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确实效率很高，但是假如能提前复习好才

是正道。央财金融名单上有百余人，没区分学硕与专硕，到营的有 80 余人，非官方估计央财本校的

有 20-30 人，录取 30 人，20 名专硕、10 名学硕。与开始预测的 100 人录取 30 人的情况好很多。 
7 月 15 日：报道；团建（确定队名、队歌、口号、队徽等）；实验问答。 
7 月 16 日：笔试；尚诺集团董事长杨大勇讲座《消费及互联网金融的探究》；笔试。 
7 月 17 日：综合能力测试；杨健教授《金融学科的发展与金融学学习》专题讲座。 
7 月 18 日：张礼卿教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专题讲座；趣味运动会。 
7 月 19 日：论文答辩；节目筹备。 
7 月 20 日：联欢会。 
补充： 
1．笔试内容五门：逻辑（中文题，一段文字，几道题目，有和土地、人口、金融等相关，个别

比较难的题目会和题目里面的指标计算相关）；数学（微积分、线代、概率论，基础题）；英语（无

听力）；金融学综合（人大黄达版金融学的全内容）；经济学综合（中、高级宏微观）。 
2．综测：三个老师，6 人一组，先是一般性题目，每个人抽取自己扮演的角色，根据事件代表

角色发言；再是专业性题目，三人一组，代表正方两方辩论，有如钱荒之类的时事类题，也有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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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政策体系的专业知识题等。最后是每个人的中文自我介绍。 
3．论文答辩：一个组的一起答辩，同组成员可以旁听和提问。论文做 PPT，先讲解，文章写得

好的情况老师会在讲述过程中打断提问，大部分是讲完后数理强项的老师会先就模型和数据提问和

提建议，然后另外两个老师之后会就研究的课题和他们自己感兴趣的点提问。 
4．第一天做过一个性格测试，听说（只是听说）有性格测试不合格被刷的；讲座的考勤和提问、

趣味运动会的表现、联欢会的参与情况，小组表演的合作听说也都需要计入总分，但是具体的比例

不清楚。 

（三）中山岭南夏令营 

中山的营在八月底，主要有游珠江（天气原因未成行）、参观校园、讲座等活动，考核分为笔试

和面试两个环节，笔试纯数学，比较基础，只有一题是我们财大数学讲过之外的内容。面试有五个

老师，一般由一位老师专门负责英文面，假如你答的内容有老师感兴趣才会有其他老师补充英文问

题。之后再根据上交资料内容（只有一份在主面老师处），老师们进行提问。全过程中印象比较深的

有两点，一个是徐信忠院长、王曦副院长很有魅力；二是中山沿海的开放风格和京沪很不一样，不

敢说自由的风气有益于学术的发展，但是在中大的感觉真的非常好。 
面试内容： 
1．Self-introduction（仅说了两句，刚提了一句 major 和 hometown）。 
2．If you are the mayor of your city, what would you do to invest your city and improve the economy? 
3．具体介绍一下大创项目。 
4．股票市场有什么问题。 
5．我们学校的投资的具体学习内容。 
6．投资一个公司应该考虑的因素。 

三、人大财金九月保研复试 

人大 9 月 17 日通知复试名单，9 月 20 日报道，9 月 21 日上午笔试，下午面试。金融专业硕士

60 人复试，录取 30 人。很多小伙伴都是夏令营见过的，所以实力还是比较强。笔试内容为金融学、

公司财务、商业银行管理、证券投资学（eeban 上有复述题），参考教材均是人大版的，面试内容为

日常英语、专业英语、专业知识。 
面试过程： 
1．自我介绍。 
2．抽中文题：一道关于保险的题，说明自己的专业，要求换题。 
3．金融自由化（大部分是金融学书上宏观方面的内容，有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等题，

但是专业硕士是混到一起面试，所以也有保险题）。 
4．抽英文题：What are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goals of it? 
5．财大投资专业学的什么。 
6．产业投资考虑的指标。 
7．基准收益率与内部收益率的区别，产投的时候考虑的是哪个指标。 
经过这半年的时间，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朋友，感受到变优秀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在遇到困难

的时候，坚持再坚持一下就好。祝每一位都能得偿所愿。 
记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责任编辑：李翰杰、吴妍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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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并不远 

祁奥楠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共勉 

从暑假的夏令营到九月份的推免，一路走来也算是跌宕起伏，但师兄师姐一直陪伴左右，给我

中肯的建议和随时随地的支持。所以趁着记忆还新鲜，赶紧记录下来与师弟师妹们分享，希望可以

告诉师弟师妹们尽可能多的关于保研的东西。 

一、夏令营 

夏令营是保研的第一战场，一般在五月份就开始准备申请夏令营的材料了，材料主要包括：简

历、个人陈述、成绩单、推荐信、获奖证书、四六级或雅思托福成绩单等。不同的学校所要求的材

料大体上一致，但也有细微的差别。比如清华经管夏令营就要求附上计算机等级考试的成绩单，我

是在寄材料的前一天晚上才突然发现，第二天哀求老师半天，老师才愿意帮我去找的（规定是每周

四才能取以往的计算机二级证书）。整个夏令营申请的期间，生活是比较繁忙、事情是比较琐碎的。

最好是将各个学校的网申截止时间、寄材料截止时间、要求材料内容、夏令营具体日期等做成 EXCEL
表格，并且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下，才能在忙碌的申请过程中做到有条不紊。 

我一共参加了 4 个夏令营，按时间顺序排列：武汉大学经管夏令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夏令营、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夏令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夏令营。 
（一）武汉大学经管夏令营 

武大的夏令营是今年最早的夏令营，因为录取的比例较大（官方称 80%，实际情况也差不多或

者比这个比例还要高），所以很多同学都拒了其他的营来到武大，想保个底。但它对于入营的要求还

是蛮严格的，基本上是只要 211 学校的专业第一、第二，985 学校的可能会稍微宽松一些。 
武大的夏令营是时间最短的夏令营，只有两天时间。第一天是参观校园，第二天上午笔试、下

午面试。其中，笔试的内容是宏微观，具体题型有名词解释（英文）、计算题、简答题、画图题、论

述题。不算很难，高鸿业的那本就足够了。面试分为两个部分：专业面和英文面。英文面是由其外

国语学院的老师来面，并且是群面模式，首先大家用英文自我介绍，然后老师用英文抛出一个专业

问题，大家轮流发言。专业面是由五个金融系的老师来面的，首先是自我介绍（中英文皆可），然后

抽两道专业问题，最后老师还会自由的问你一些他所感兴趣的问题。总之整个气氛比较轻松活泼，

且经管院的院长刚换成夏丹阳教授，这一点上还是吸引了不少优秀的同学的。 
（二）南开经济学院夏令营 

给我印象最深刻、最温暖的夏令营莫过于南开夏令营了。刚到南开的那天，晚上是盛大的欢迎

晚宴，暂且不说食材丰盛，老师们对我们的态度真的是好的没话说。各个系的老师陪着各系同学在

同一桌吃饭，不停的给我们介绍每一道菜，并且最让人震惊的是，老师竟然知道我们每位同学的姓

名，一个不错的叫了出来，老师说材料审了太多遍，名字都记熟了。真是让我们颇为感动。 
南开夏令营一共四天，第二天上午是开营仪式，下午是笔试，第三天上午是讲座，下午是论文

答辩，第四天上午是专业面试。笔试内容为全英文的中高级宏微观，颇有难度！！！还好是 50 道选择

题的形式，太难的题都没怎么看明白，就直接蒙了，大家都差不多。论文答辩一个人十分钟，有时

候老师会提问，重要的一点是大家都在下面听每个人的答辩过程，会稍微有点囧。最后一天的专业

面是群面模式，三个人一组，一组抽一道题，都是社会热点的经济问题或者经济现象，让你用学过

                                                        
作者简介：祁奥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金融 1003 班，现已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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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进行解释或辨析。比如：利率市场化、逐步放开资本账户、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 
最后一天的下午老师带着我们去了科技馆、博物馆各种地方逛，科技馆还是相当有意思的，各

种神神奇奇的玩意儿~总之很喜欢南开的老师们，实在是太亲切了。记得最后群面结束的时候我临时

写了个三句半，我们组的人上台搞笑了一把，把大家都逗乐了。最重要的一点，南开夏令营也是入

营难度大，入营后的录取比例超高，90%左右吧。 
（三）人大汉青夏令营 

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入营难度大，录取难度也很大。汉青夏令营是时间最长的夏令营，7 天

的时间，并且每天的安排都非常的满。用夏令营辅导员的话来说就是要累垮你的身体、打垮你的心

灵。每天从早上七点多起床到晚上九点，活动都满满的，并且每次活动必须签到，缺席一次即刻取

消资格。活动包括讲座、夜游圆明园、博物馆之类的，今年办的讲座并没有大家预期中的那么精彩，

那就说说最精彩的活动吧——室外训练。汉青夏令营与其他夏令营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不论什么

活动，你们小组的人都要时刻在一起，这种团队意识是其他夏令营没有的。室外训练更是体现团队

精神的时刻，作为队长，瞬间抛开平日温柔贤惠的形象，女汉子的干活。训练类似是寻宝活动，给

你一个提示语，猜这是哪里，然后到达后又有一项团队活动要完成，用时最短的为胜，我们小组超

厉害，一举夺得第一名。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和辅导员都会看到你的综合素质如何，综合素质具有

一票否决权，有的同学就因为某个举动和言谈而被一票否决。 
与其他夏令营一样，它也有笔试和面试。笔试全英文，一张卷子，内容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

概率论、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金融专业知识。今年考的数学和计量不算难，但是一定要好好

看看专业词汇，否则如果题看不懂的话就囧了。微观貌似是高级微观内容，会的同学不多。金融专

业知识考了二叉树之类的，算是比较容易的。面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群面，就一个热点问题

展开小组讨论，我们抽到的是克强经济学。第二部分是论文答辩，一个人 15 分钟，但是可能你就只

能讲几分钟老师就会开始猛烈的问问题，问题是非常尖锐的，一定要维持良好的心态。最终成绩

=40%*笔试成绩+40%*论文答辩+20%*群面成绩。录取比例不到 30%。 
汉青夏令营相当重视论文，得论文者得天下，如果有意向去汉青研究院的同学们，一定要在论

文上多下功夫。在汉青营里很多大牛同学的论文都在核心期刊发表过，所以一般的那种比较简单的

论文真的会遭鄙视。 
（四）中山岭南夏令营 

岭南夏令营很晚，在 8 月下旬，为期三四天。第一天夜游珠江，着实觉得夜景好美，中大好美，

广州好美。在中大里面拍婚纱照的新人们络绎不绝，据说拍一次五千大洋。中山的笔试就只考数学，

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难度比考研数学简单多了，比较基础，在考后我凭记忆把题目整

理了一下，有需要的同学可以找我要电子版。笔试成绩只占 30%，所以占比 70%的面试还是更重要

的。面试是先抽一道专业问题，回答后老师会问一个英文问题，可能与专业相关，也可能不相关。

当时问我的是 How is your study performance at your school？算是比较简单的，还有人被问到用英文

谈谈对薄熙来事件的看法。最后一天临走之前中大会把录取名单公示于岭南堂一楼，这是结果出来

最快的一个夏令营了。 
中大在华南地区是相当有号召力的，且校友资源极广，在海外享有的声誉比国内又高了很多，

所有想在广州一带发展的同学们一定要尝试中山。中山对待我们学校的学生非常友好，基本上没刷

几个我们学校的。 

二、九月份推免 

九月份推免是第二次战斗，申请过程类似夏令营，通过初步审核后再到该校参与其笔试和面试。 
（一）人大财政金融学院 

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内容包括各种金融专业课，如：货币银行、商业银行、证券投资、公司

理财等。考核比较全面，是考的专业课门数最多的学校，由此可见人大很重视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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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面试也是抽题，一道中文，一道英文，都是专业问题。我抽到的中文题目是证明金融工程

中的看涨看跌期权平价公式。英文的专业问题还是比较考察口语水平的，口语好才能表达的更得体

更到位。 
（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北大汇丰九月份推免只有面试，20 分钟。大概是五六个老师面试，其中只有一个或两个是中国

老师，其余都是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的，所以口语在汇丰几乎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论问什

么，都是英文问，英文答，因为外国教授们根本听不懂中文。问的内容包括：自我介绍、科研、在

大学的表现、未来的规划、优缺点。问学术性问题的很少，气氛比较轻松甚至会有点 HIGH。到最

后老师们就开始八卦我了，问是否有男朋友，为何没有男朋友，曾经是否有过男朋友，打算何时结

婚生子。所以十分喜欢汇丰这种 OPEN 的感觉。 
 
不要问远方有多远，踏实的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就是最好的回答。机会永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如果你一直在努力，那么远方其实就一点也不远，到最后你只会发现：You deserve it！ 
责任编辑：融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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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tion risk and stock familiarity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Xiong Shiyu   Wang Yixin   Chen Jingjing   Dong Yang   Liu Mingming 

Abstract: The paper simplifies the classical PIN model put forward by Easley in 2002 and the ILLIQ 
factor by Amihud in 2002. By constructing the new Fama-French five-factor model,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the tick by tick transaction data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in 2013 to measure the information and 
liquidity risk. In contrast to the study result made by Caroenrook and Conrad in 2004,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information risk and liquidity risk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yield, and the information risk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dependent of the liquidity risk that affects the asset pricing. Beside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eliminary experiment, the paper defines and figures out the stock familiarity only to 
find that when the company scale increases, the stock familiarity increases at first but decreases afterward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ice-to-book ratio, it will also increase, which conforms to the change rule of 
investors’ reliability degree on inform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familiarity can explain the 
sensitivity and dependence on information of the investors in actual trade.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investors 
be educated and the listed compan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be improved to reduce the information 
risk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Key words: information risk; familiarity; Fama-French five-factor model 
责任编辑：胡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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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研经验交流 

赵昊 
 

保研事情尘埃落定，回想这一路走来，尚觉得一切都好像都如梦似幻。从最初因失利而彷徨失

望，然后自我勉励加紧修行以及最后有难以预料收获，这些都已经化为了人生旅途上最特别的风景。

最后我幸运地拿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硕士（北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保险硕士和中山大

学岭南学院金融硕士三个 offer。借此机会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保研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够帮

助到正在这条路上前行的朋友们。 

一、为什么要选择保研 

这个问题我想放在开头，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想清楚保研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没

有弄清楚，可能会影响到你最终保研的效果。保研从字面上来看，最直观的意思就是保送研究生，

比一般考研的同学能多自由支配半年时间。但是其实经历完后来总结，保研的最终的目的在于选定

一个大学阶段的目标，然后为其奋斗，在期间你需要不断努力让自己去实践，去尝试。到最后你发

现自己很好地利用了大学时光去完善了自己，这才是保研最终的目的。 
其次，保研是读研究生的捷径。名校大都将每届的超过一半的研究生名额给了保送的同学，譬

如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可能最后只留不到 10%的比例给考研的学生，所以如果你想继续完成你

高中未完成的名校梦的话，保研将是一条捷径。同时，在经历过备受争议的一考定终身的选拔制度

之后，这种申请制的研究生选拔机制在未来必将成为主流。 
所以如果你很早就决定要读研的话，我建议你优先考虑保研。很多人觉得我要保研，我一定就

得天天去图书馆当学霸，其实不然，保研其实和你追求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并不冲突，很多地方甚

至环环相扣。而且在国内经管教育培养模式商学院化后，名校将会更加亲睐丰富经历的学生。 

二、在财大如何保研 

接下来我们遇到了第二个问题，如何保研。 
第一，如何拿到本校推免名额。这一点要严格参照本校的保研制度，在大一所发放的学生手册

上面有一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关于保送研究生规定，那上面关于保研的硬件一条一条罗列地十分清

楚，有些条件贯穿大学整个阶段，而有些条件可能在某一门课上就有要求。如果你决心保研就要尽

早熟识上面的规定。其次在排名上面，有一个计算公式，前三年需要关心的是“均分+加分项”这一

项，均分不用多说，保送生的成绩自然不能差；其次重点强调加分项，因为加分项直接与均分相加，

导致存在很多变数，而你们学院认可的加分项具体可以参考以往推免生加分项公示，一条条对应着

努力争取。其次就是最终面试和笔试，最后的综合排名会参照文件上面的公式计算出你的最终成绩，

按照你们专业划拨的名额择优录取。 
第二，如何拿到外校接收名额。如果你想保外的话，除了拿到本校推外资格外（金融学院所有

名额均可推外），需要拿到对方学校的接受名额。获得接受名额有两种渠道：一是夏令营，二是九月

份推免。当然在满足对方一些关于专业排名、英语成绩方面的硬性要求之外，他们会更多关注你的

综合素养，其实如果你在本校的推免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的话，这一块就基本不用愁了，因为你在

不断争取加分项的同时，已经将你自己的经历丰富了起来，像美国大学生建模比赛、华中七校建模

比赛、大学生英语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计划都是完善简历不错的经历（注重英语和数学能力）。

而像我之前提到如果你有很多特别的经历，也更容易获得更多的青睐。 
                                                        

 作者简介：赵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保险 1001 班本科生，曾任《金融学苑》编辑部采访部部长，现已

保送清华大学金融硕士。 



                                                                  2013 年第 2期  总第 21 期 

 93

三、保研过程中一些总结 

在保研这条道路上，得到了很多《金融学苑》的老友们和在路上结识的新朋友们的帮助，在他

们身上也看到了很多让我倾慕和需要学习的闪光点，而我也相信正是这些闪光点让他们最终去到了

很好的学校，在这里我结合我所看到和所经历过的一切，总结了以下几点能让你在保研大军中脱颖

而出的闪光点。 
   （一）行动力。在准备你加分项和保研材料的时候，最忌讳的是只想不做，很多事情往后面拖只

会让 deadline 逼地你放弃或者降低成效。当初我在申请夏令营的时候就因为拖延症导致一些学校没

有申请到，而万一夏令营没有拿到 offer 会导致九月份推免非常被动。还有准备加分项的时候很多项

目很多比赛堆积在眼前，加分项不行动起来去争取，可能过了就是过了，到最后才会发现 1 分的加

分也会带来不少变数。 

   （二）敢于尝试。尝试是成功的第一步，拿我自己来说，当时是抱着必挂无疑的心态申请了北大

经院和清华经管的项目，没想到最后都申请上了，这样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去争取，如果你过分看轻

自己，可能冥冥之中就拒掉了很多机会。而寄出一份材料的成本并不高，你也无法预料你材料中的

哪一点能够打动到老师，所以成功的前提是你自己要更加自信地去尝试一切可能性。 

   （三）关注市场。其实在保研的笔试和面试中，特别是未来专业硕士为主流的趋势下，面试官比

较注重你对市场的看法。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的几个问题基本都是围绕着时下

的热点，如“对银保业务看法”“对未来寿险市场预期”。而且一些去人大面试的师姐，被问到了“保

险监管偿二代”“险资最佳投资渠道”等问题，在清华笔试也给我留了一页 A4 纸的空白让我谈谈对

国债期货的认识。所以很多面试的问题会围绕着市场热点展开，这些需要你在平时积累，像我当时

用了和讯网的手机 app，暑假在文泰复习的时候没事儿就拿出来翻翻，保持对市场动态的关注。 

   （四）外语能力。英语能力商学院申请中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像复旦大学夏令营一项六级必须

550 以上这样的硬性规定外，申请者良好的英语能力以及面试中良好的口语表现也会为你的表现增

色不少。而我当时准备了两页半的英文个人陈述，在九月份的申请材料这关中我觉得还是帮了我不

少的忙。其次口音，在保证口语流利的同时，应当注重你的口语、语调。我以前看过一个研究说，

口音可能比讲的内容有时候更能给听众留下更深刻的影响，像面试一般只给你 15 分钟，在这条类似

于流水线的面试流程中，能抓住面试官的注意力是至关重要的。 

   （五）谈吐和仪表。不管是学费还是培养模式上都在向国际上知名商学院靠近的国内经管学院，

自然也会倾向于培养出像电影里面华尔街工作的西装革履的精英们。因此在面试的时候一定要注重

自己的仪表和谈吐，其次你最好比较健谈能承担起 80%的面试谈话，并在有限的时间内推销自己。 

   （六）思考方式。不管是在笔试还是面试中，在展现你自己的时候应该体现出你清晰的思路，因

为对于大多数本科生来说，面试或笔试时候遇到的问题我们的答案很多时候都是财经网站上面的二

手资料，学识受限可能你说不出非常独到的见解，那么就一定要注意回答的思路。譬如清华金融硕

士笔试的时候留给了我一页纸评价国债期货，衍生品和我的专业课所学相差较大，这时候要迅速想

出能撑起一版 A4 纸的答题思路，最后我选择了对于金融市场的各个要素来分条展开。在面试的时候

回答问题前也要有个思路，可以“总-分”式也可以“分-总”，可以从“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建议”

等等方式去作答，你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但是必须让对方明白你的思路是清晰的，也容易让你

的回答出彩、印象深刻。 

   （七）学会分享。保研过程中各个学校有各自的要求，截止日期和要求材料也不一样，这时候需

要找到一群同行的小伙伴们互相交流，可以事倍功半。同时在准备本学院的笔试和面试的时候，多

向上一届的师兄师姐请教，每个专业的笔试面试都有自己专业的特点，很多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希望这些过来人的经验能够帮助到更多有志于保研的师弟师妹们，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人人私

信我，我会非常乐意和你讨论、分享我的见解。 
（下转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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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研那些事儿 

张款慧  

很感谢《金融学苑》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将自己保研这一路上的一些经历分享给师弟师妹们。

虽然我的经历没有非常丰富，我的履历也没有非常“牛 X”，我的经验也许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但

是我衷心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帮助将要或正在保研路上的你们少走弯路、少

留遗憾！ 

保研就像谈婚论嫁，首先你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去找对象，所以你要先得到本科学校的推

荐资格。等你找到心仪的对象之后，你还得得到对方家长的认可，你才能最终与对方结婚。要想得

到认可，当然要经得起考验，对方家长要通过一系列的笔试面试来考察你，才能最终确定是否接受

你加入他们的家庭。因此，获得本校资格和获得外校（或本校）接收是保研的二部曲。接下来，我

就以保送外校为例与大家分享一下保研的过程吧。 

一、本校推荐 

获得本科学校的推荐资格保研的前提条件。学校的推荐资格分为校外学术型、校外专业型、校

内学术型、校内专业型四种类型。以我们金融学院的政策为例，学院一般是大四上学期（9 月中上

旬）开始保研的申请，然后资格审查、组织笔试、面试，以申请者的综合考评成绩排名为依据，确

定学院总人数 5%的同学获得学术型推免资格。 

综合考评成绩＝[(加权平均分＋加分项)×70%＋笔试成绩×30%]×80%＋面试成绩×20% 

从上面的计算公式就能看出决定你能否获得本校推荐资格的因素有哪些了，孰轻孰重也很明显。

不管是比重最大的加权平均分和加分项还是笔试面试成绩，都不是短短几个月的准备就能得高分的，

而是需要三年的努力和积累。 

(一)加权平均分 
是指大学前三年的加权平均成绩，这是保研的根本。其实在申请夏令营或者九月份申请的时候

学院的综合考评成绩还没有公布，用到的只是前三年或五学期的加权平均分排名。而专业排名对于

获得入营资格或九月份复试资格都至关重要，专业排名越靠前越好。试想老师们如果面临两位来自

同一学校同一专业的优秀学生，当然愿意选排名更靠前的那位同学了。 

所以学习成绩仍然是保研的基础，专业排名好才能让你占据有利地位。 

（二）加分项 
奖励分主要有学术论文、科研项目（博文、大创）、竞赛获奖、奖学金（包括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专利发明、交换生经验等几大类，具体的加分细则可以在学院相关通知中找到，在这里就不多赘述

了。提醒大家不要小看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数学竞赛、数模竞赛等比赛。尤其是英语竞赛，每年

一度，获奖加分可以累加，一个特等奖就相当于一个国家奖学金的加分，一个三等奖相当于一个大

创国家级立项主持人的加分。 

（三）笔试面试 
这是由学院自行组织的考核，笔试由各个专业的老师们分别出卷（金融类专业同一份试卷），统

一考试，按照 1:1.2 的比例确定面试名单。面试也是分专业进行（“大金融”专业一起面试，工程房

产一起面试），分为中文面试和英文面试，英文既有生活类的开放题又有涉及专业知识的问题。 

如果害怕自己到时候太紧张表现不佳的话，可以在大三暑假报名参加我们学院的保研夏令营，

提前熟悉一下本校的复试流程和环境。 

二、外校复试 

从我大三上学期下决心保研之后，我并不太担心自己能否获得本校的推免资格，而是一直担心

外校会不会接收我。然而，经历了之后我才知道，这完全不算事儿！只要能拿到本校的推免资格，

相信自己，敢于尝试，总会有外校愿意接收你的！咱们学院今年保外的同学们都找到了很好的“归

宿”。 

                                                        
作者简介：张款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房产 1001 班本科生，现已保送至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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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找到“好归宿”之前也需要经历“黎明前的黑暗”。在众人眼中，保研的学生是“幸福”

的，考研的同学是“苦逼”的。然而，经历过保研的同学才知道，保研并没有比考研轻松多少，保

研只是把考研所要复习的知识和要受的煎熬浓缩到了更短的时间里。不管是夏令营还是九月份推免，

都要经历高水平的复试考核，以笔试面试为主，数学、英语、时事政治、专业知识都有可能涉及，

不像考研有个考试大纲可以参考，考的也不会是教材中死板的知识点，而是对知识的灵活运用和思

维能力。 

总之，不要轻易放弃向更高更远处飞翔的梦，在学院要求最终确定保内还是保外之前你都有机

会去外校试一试。申请外校的途径主要有夏令营和九月份推免两种。 

（一）夏令营 
保研夏令营是近几年各高校（特别是著名高校）抢夺优质生源的一种方式。利用暑假中一周左

右的时间，与学生较长时间的接触，学术交流会等形式，各种考核来全面测定学生是否适合该校，

适合该学院的培养模式。改善了以往仅靠 9 月 10 月的推免复试的缺陷。 

夏令营的申请在大三下学期（5、6 月份）陆续开始，7 月份各个学校会陆续确定入营名单，在

暑假开展为期 2-5 天不等的夏令营活动。夏令营一般来说会提供免费的食宿，并报销异地学生的往

返车票。夏令营期间的核心其实还是笔试面试，但是还会有讲座、交流会、比赛、参观、游览等特

色活动。 

以前我没有打算参加夏令营的，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夏令营是牛人的天下，我这种小弱只是去

受虐当炮灰的。况且与我本专业相关的夏令营少之又少。然而，阳哥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决定——

他说：“干吗不去啊？免费吃住，还有的玩，多好啊！”我想想也是哦，如此低成本的各大高校旅游

机会多么的难得，哪怕被虐也可以增长一些见识，领略一下著名高校的风采，认识一些牛人当朋友

也未尝不可呀！于是我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投”行动，每天关注保研论坛里的夏令营通知更新情

况，见到顺眼的学校都投一份申请，有房产相关专业的就投该专业，没有的就投会计专业（受家庭

影响，本人一直有点会计情结），当时申请会计专业纯粹是“投着玩儿”的，现在却很庆幸自己当初

的敢于尝试。 

申请夏令营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建议大家事先写好个人陈述、导师推荐信等材料的模板，然

后根据每个申请学校及专业的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的修改。另外可以把自己的个人基本信息（身份

证号、学校地址邮编、手机号、父母信息、推荐人信息、获奖情况、科研项目、实践经历、任职情

况、论文发表等）整理在一个 word 文件里，网申的时候直接粘贴复制即可。如果要申请的学校比较

多，建议制作一个 Excel 表格，记录每个学校的申请材料、网申和邮寄截止时间、邮寄地址和邮编、

确定入营名单时间等等，以免混乱。千万千万不要出现写错邮寄地址或者把寄给不同学校的材料弄

混了的低级错误哦！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如果要参加夏令营，那么就要尽早准备应战，毕竟你的对手是

全国最顶尖的一部分大学生。申请完夏令营就要准备期末考试了，而期末考试后不久，夏令营就会

陆续开营，到时候再开始准备是来不及的，而且时间越紧越烦躁，效率很低（姐姐当年就是吃了这

样的亏啊！）。所以，最好是从大三就开始复习，数学、英语、宏微观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知识、时

事热点等等。其实不需要面面俱到，先通过保研论坛或者向师兄师姐咨询，了解自己想去的夏令营

主要考些什么，再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比如很多学校会考数学，题目有很难的，也有基础的，但

是由于大家太久没有学数学了，一些最基础的题目也可能丢分。此外，还需要准备一下面试的东西，

比如个人简历、中英文自我介绍（英文的用的比较多）、本专业的英文词汇、一些常见的英文面试问

题回答（生活类的可能会问家乡、家庭、本科学校、优缺点、选这个学校或这个专业的原因等等，

也可能问专业相关的问题），这些可以在参营之前准备。 

我本人一共得到五个学校的入营资格，分别是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武

汉大学经管学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由于时间冲突问题，放弃了后面两

个学校的夏令营。其中，上财考核方式为英语和数学笔试、案例分析大赛和中英文面试，中山是数

学笔试和中英文面试，武大是宏微观经济学笔试、心理测试和中英文面试。从营员中选拔预录取学

生的录取比例从高到低分别为武大、中山、上财。具体的夏令营经历这里就不再多说，大家可以在

保研论坛中找到相关的经验帖。 

从考核方式中，大家可以发现，很多夏令营没有考很细的专业知识，而是数学英语或者经济学

原理这样的知识，所以对本科专业知识要求比较宽。面试的时候，考官考虑到你跨专业的情况，不

会问你太深的专业知识（他的专业知识怕你不懂，你的专业知识他也不懂），而更看重你的思维能力、



 

保研那些事儿 

 96

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和综合素质。因此，夏令营对于想跨专业保研的同学们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二）九月推免 
这个方式是传统的保研方式，在大四上学期（9 月中下旬）开始对各个学校进行申请，各大高

校在 9 月下旬或者 10 月份进行复试。 

夏令营不幸落榜的同学不要心灰意冷，因为九月份还有大把大把的机会等着你。最牛的那批人

已经在夏令营时拿到 offer 了，你九月份面临的竞争就小了很多咯，所以千万不要轻言放弃，更不要

自卑退缩！ 

九月份申请的过程与夏令营时差不多，但是从公布复试名单到正式复试之间的时间更加紧急，

往往只有三四天，所以提前复习准备显得更加重要。而且由于九月份招收推免生的学校和专业更多，

复试时间相互冲突的情况也更多，免不了要赶场或者放弃。另外特别提醒大家一点，有些学校可能

在周末甚至中秋国庆放假期间进行复试，所以建议提早准备好复试要带的各种材料，以免等复试名

单出来后来不及找学院老师签字盖章。 

由于之前已经确定选择去上财了，所以九月份偷懒只报了中国人民大学公管学院和厦门大学王

亚南经济研究院，后来又因为身体原因放弃了厦大，所以九月份只去了人大。九月份如果想跨专业

保研就没有夏令营时那么容易了，因为很多学校会有一场跨专业加试，综合笔试考的也都是专业问

题。我去人大其实不算跨专业，但是由于经济学学位和管理学学位的区别，被要求加试。综合笔试

也考了很多我们没有学过的东西。而且人大公管的英文面试很奇葩，是放 BBC 的新闻录音听两遍后

复述并回答问题（不过金融的孩纸可以放心，财政金融学院的英文面试是比较常规的提问形式，会

问专业问题）。 

我九月份的经历不太丰富，所以没有太大的发言权，总结一下我对九月份推免的感觉，一方面

是跨专业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是复试后被最终录取的比例比较高，既然让你大老远的去复试了，一

般很少把你刷掉。所以关键在于获得复试资格。 

三、总结 

在保研的过程中，我认为以下几点最为重要： 

一是长期积累的努力。不管是成绩排名还是加分项，不管是专业知识基础还是丰富的各类活动

经历，都是需要大一大二大三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外行人只看到保研生的“幸福”，可是谁不是用

三年的勤奋努力换来的呢？不管你现在是大一、大二还是大三，都不要停下努力的脚步，哪怕最终

无缘保研，一份硕果累累的履历对找工作、考研、出国都是百利无一害的。 

二是充分的准备。还是那句话，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09 级有位师兄，起初连复试资格

都没有拿到，但是他争取到了面试的机会，由于事先充分的复习准备，最终以第一名的面试成绩获

得浙大的 offer。 

三是良好的心态。这一点对面试来说尤为重要，而面试对于保研成功与否也格外重要。带着轻

松自然的心态应对面试能够激发一个人的潜能。我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调节心态的方法。在参加复试

之前，我会在心里不断暗示这场复试的重要性，从而给自己压力全力以赴地准备，但是临到面试时，

我又做好最坏的打算，想好失败后的退路，从而缓解自己面试时的紧张情绪。 

四是幸运与机遇。之前也说了，保研如相亲，所以也讲求一个缘分。申请的筛选、面试的评分

都或多或少有一点主观性，所以不要因为暂时的失利就否定自己的实力，也许是这个学校不适合你，

你命中注定要走的路还在前方等着你。 

最后，送给所有正在为着自己目标奋斗的师弟师妹们一句话：当你全心全意想要完成一件事时，

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帮你！祝愿大家都能如愿以偿实现自己的目标！ 

责任编辑：罗杨端、吴妍铭、融一鸣、任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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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写在最后 

谨以此文献给在推免路上帮助过我的师兄师姐和工作了两年半的《金融学苑》编辑部。祝愿在

追梦路上的朋友们都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责任编辑：王银瑞、罗杨端、吴妍铭、钟天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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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经验浅谈 

杨帆  

就业无疑是我们人生的又一个拐点，行业、公司、岗位、工作地点的选择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

未来。然而，面对现今严峻的就业形势，大多数毕业生都是被动接受，难有主动选择的余地，很多

人只求有一纸 offer 便可，无法考虑工作是否心仪、是否有发展前景。只有少数所谓“大牛”，可在

各大名企间应对自如，满手 offer。笔者就自身就业经历与大家探讨如何在就业季的混战中赢得战果，

望能为师弟师妹们提供参考。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担待。 

一、备战 

就业就像相亲，应聘者和招聘者是双向选择关系，但实际上选择权并不是同时赋予双方的，在

拿到 offer 之前，应聘者更像是“商品”，只有当满足 HR 的要求时，才能在众多“商品”中脱颖而

出，而拿到 offer 之后，选择权便转移到了应聘者手上，我们可选择去或不去。所以，为了掌握主动

权，我们要做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满足招聘单位的需求。 

（一）找准自我定位，丰富相关经历 

首先要明确自己适合什么岗位（公司/行业），然后根据不同岗位（公司/行业）对不同特质的需

求来有针对性的自我提高和锻炼。岗位的自我定位可依据性格、兴趣、优势特长及未来规划来判定。

比如财务类岗位更适合性格沉静、细心的人，有意财务岗的应加强专业知识的积累，如果能考取一

些相关证书，将会是加分项；销售类岗位则更适合性格开朗、沟通表达能力强的人，有意销售岗的

应加强销售经验的积累，多参与学生活动和相关实习；而策划类、管培生等岗位则对人的综合能力

要求较高，需通过多做项目、多参与活动来提高自身逻辑思维能力、项目策划能力、领导力等。 

就业场也是战场，只有储备了足够的武器和弹药才能取胜，而大学期间的经历就是你的武器和

弹药。不要让宝贵的大学生时光在无聊生中消逝，多参加学生工作、各类活动/比赛、课题研究等，

不要轻视这些，任何一个经历和奖项都将成为你就业时的武器。尽力提高你的成绩，尽可能拿到奖

学金（无论是几等，只要有过奖学金，就会让用人单位觉得你不是一个学习上的差等生），“成绩对

于找工作不重要”绝对是自欺欺人的论调，如果成绩已难以改善，尝试用你的活动经历来弥补。 

关于证书：除非是职能类的岗位（如：会计、财务管理等岗位），一些大众化的证书（如银行从

业、证券从业等）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不必花过多时间在上面。大学英语四级必须要过，最好能通

过六级，并尽可能拿高分。想进外企或名企的同学，还可尝试考一下托业、商务英语等。 

PS：外企/名企一般是优中选优，有此意向的同学在学习成绩和综合能力两方面都要下功夫。 

（二）重视大三实习，把握机遇 

实习并非传说中那么重要，但大三暑假的实习绝对是一个好机会。一方面，大三暑假是就业前

的最后一个准备期，一次高质量的实习可以弥补工作经验的缺失，丰富自身经历，如果是与意向企

业相关的实习经历则会在应聘时大大加分（如：未来想去银行工作的同学暑假在银行实习）。另一方

面，实习可能是进入企业的捷径。不少公司在正式招聘时，会给在该公司有过实习经历的，表现出

色的同学开通绿色通道，有的甚至直接表示录用。因此，一定要重视大三暑假的实习。 

一般四、五月份是一些名企招聘暑期实习生的高峰期，大家要提前准备好简历，积极关注学校

就业网、应届生、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招聘网站，积极进行网申。六月份实习机会少很多，企业

质量也相对较低。 

 

                                                        
  作者简介：杨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保险 1001 班本科生，现已拿到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厦门银行、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世联地产）、中信银行、太平洋财险东莞分公司等企业的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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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历制作浅析 

简历是应聘者的名片，简历筛选一般也是招聘流程的第一个环节，很多人都是败在简历上，无

法进入后面的环节而丧失了机会。因此，一份好的简历是就业的敲门砖。  

1．搜寻好的简历模板。简历一般包括基本信息、教育背景、学生工作、社会实践、项目经历、

奖项荣誉、技能特长、自我评价等，不同的人情况不同，所以大家可以先分析罗列自己大学期间的

经历，然后进行归类。可多找一些经典简历模板，吸取其优点，设计出自己的简历。PS：有意去外

企的同学最好再准备一份英文简历。 

2．归纳重点，重视自己的作用。简历上所述内容务必要能体现你的特点和能力，无论是学生工

作还是活动，一定要说清楚你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 
3．尽量用数据说话。在活动中所获得的成绩最好能用数据来量化，比如某次兼职销售活动，个

人业绩达 10000 元人民币；学习成绩较好的，可说班级第 X 名，或者前 30%；等级较高的奖项，可

说是“全校仅 10 项”等。 
4．语言精炼，挑重点。简历制作要把握一个原则：每个字都必须发挥作用。简历一般只有一页

纸，各类经历较丰富的同学，一定要挑重点写，语言要简练，不要讲废话，每一个字都要能体现你

的特点，要能让面试官看到你的能力。网申时一般会要求填自我评价，但纸质简历上的自我评价可

要可不要，面试官一般不会看自我评价（自己的评价意义也不大），如果没有太多东西可写，可以把

自我评价、兴趣爱好、主要课程等内容加上去。 
5．版面设计整洁、逻辑清晰。版面设计一定要条理清晰，看起来整洁，容易找到重点。 
6．多次修改，他人帮忙修改。简历需要经过多次修改，建议最好让别人也帮忙修改，从旁观者

的角度或许更容易看出问题。 
7．根据不同公司、岗位调整简历。不同的岗位和公司对人的特质要求不同，简历也需要做调整。

比如在投递策划类岗位时，应把项目经历放在前面，突出自己的项目策划能力，投递管理培训生时，

可把学生干部经历放前面，突出自己的领导/管理才能。 

二、应战 
用人单位比较普遍的招聘流程都有简历筛选、初面、笔试、复试、体检等环节（不同的企业有

区别，有的没有笔试，有的会设计更多环节）。 
（一）细节提点 

除了提前做好简历之外，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 
1．把握时间节奏。秋季校园招聘一般是从九月中下旬开始，高峰期是十月、十一月。过了十一

月，“战斗力”较强的人都已拿到 offer（或者拿了多个 offer），而大多数质量较高的企业也已经招聘

完毕。如果到了十二月中下旬还没有 offer，就应该响起警灯了。第二年春季招聘尽管也算一个小高

峰，但其实企业整体质量都不高了（很多是没招满的或者被应聘者拒了很多 offer 的企业来进行补招，

这也意味着企业不太受欢迎）。 
2．做好登记表，勤跑宣讲会。在各大高校就业网（现在有个海投网汇总了武汉主要高校就业信

息）、各个招聘网站搜集自己有意向的企业宣讲信息，然后做一个统计表，登记好宣讲会时间、地点、

网申截止时间、面试时间地点等情况，这样当高峰期到来时就不会出现错漏和混乱。 
（二）浅谈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是初面的惯有环节，一般要求在一分钟左右。大多数银行的初面就只有一个自我

介绍，因此，自我介绍的目的就是让 HR 对你印象深刻，并给你进入下一轮的机会。 
1．条理清晰，有亮点。一分钟的时间很有限，可从基本信息、重要经历、个人优势/特点等角

度分条陈述，着重讲下能体现自己特点的经历。要言简意赅，不要长篇大论。 
2．学会堆叠。这个对经历丰富的人比较适用。写作文时使用排比句会让读者印象深刻，自我介

绍也是一样，可堆叠自己的各类经历，让面试官形成综合能力很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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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意设计。千篇一律的自我介绍只会让自己淹没在众多求职者中。有创意的自我介绍的形式

会让 HR 眼前一亮，也能体系应聘者的创造力。比如笔者曾在面经上看到过的一个案例，有应聘者

云：“我出生在江南，大学在东北，求职在广东。我没出过国，但已跑遍中国大江南北。我不 international，
但我很 national。”这个设计既新颖，也涵盖了应聘者的基本信息。 

4．谈吐自然。自我介绍时，一定要自然大方，不要结结巴巴，更忌讳背书式的口吻。面试时眼

睛要看着 HR，以表示尊重。适当微笑将会加分。 
（三）面试类型解析 
除了一对一初面做自我介绍之外，面试还有无领导小组讨论、结构化面试、半结构化面试、压

力面试等诸多类型。其中较为常见的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和压力面试。 
1．无领导小组讨论（具体分析得长篇大论，这里不具体讲，只做简要介绍） 

无领导小组讨论顾名思义就是应聘者临时组成一个团队，根据 HR 的要求进行案例分析或讨论

（一般持续 30 分钟）。这类面试较能体现应聘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能力，

因此 HR 很喜欢用此类形式。这也是很多应聘者认为最难的一类面试。 
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中一般会有四类角色，即 leader, timekeeper, reporter, follower。这些角色并

不会被事先分配，而是要应聘者在讨论中自己去争取。讨论往往非常激烈，因为大家都想借机尽可

能多的表现自己，所以争取发言机会便异常重要。 
（1）Leader 是团队的领导者，有意愿有能力做 leader 的一定要把握住控场的机会，可以在开场

时就提出整体讨论的思路，然后牢牢控制整个讨论的进程和思路。如果一开始被他人抢了该角色，

只要你的思路正确，也可在半路抢回。 
（2）Timekeeper 是时间控制者，由于讨论时间有限制，所以想做 timekeeper 的人要记得带手表，

在讨论初始就提出自愿计时，然后整个讨论过程要适时提醒大家注意时间，防止讨论节奏走偏。

Timekeeper 不仅仅只是计时的工作，也被赋予了具有打断他人的权利，因此，timekeeper 一定要学会

利用这个权利，在用“注意时间”的借口打断他人之后，一定要随后就借机表达自己的观点。 
（3）Reporter 是小组推选出来的最后做总结陈述的人，想做 reporter 的人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

思路和记录能力，要学会把讨论过程中大家的观点汇总并分条理、分角度整理好，在最后做陈述时

才能表达到位。 
（4）Follower 是除以上三个角色外的其他人，是讨论过程中的跟随者，fowoller 没有以上三个

角色所独有的地位和权利，因此，要脱颖而出就必须有自己较为独特的观点，只有适时抢到机会，

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才能被 HR 记住。 
无论是以上哪个角色，思路清晰、思维发散都是最重要的，HR 设计无领导小组讨论的目的也主

要是为了考验应聘者的思维能力。 
无领导小组讨论最忌讳将讨论变成吵架，在需要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一定要注意礼貌，用

词用语不要太具有攻击性。要始终记住，“讨论”是为了证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而不是为

了证明“谁是对的”。 
2．压力面试 
压力面试一般都是放在最后一轮，是 HR 详细了解应聘者的方式。压力面试一般持续十五分钟

左右，HR 可能会问应聘者的家庭情况、成长情况、简历上经历的详细情况、对行业/公司/岗位的认

知、对薪水的要求等等。 
压力面试无需太紧张，但一定要仔细回顾自己大学期间的经历，简历上的所有内容都要经得起

盘问，重点要落脚于自己在这些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四）笔试 
笔试一般是两类，普遍适用的是行政能力测试（逻辑题、图形题、数量题等）和性格测试。另

一类就是专业知识测试，一般只有职能岗才会考察较多的专业知识。 
笔试可以购买或网上下载相关试题练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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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找工作是一个劳心劳力的过程，有些人可能在投了上百份简历之后还没有拿到过 offer，这种情

况下一定不要灰心，范爷说过：“经得起多大的诋毁，就受得起多大的赞美”，对于应聘者而言，经

得起多大的折磨，就拿得到多大的 offer。前路漫漫，坚定坚持。 
责任编辑：杨毅、陈宸 

 

【证书信息快递】 

特许财富管理师 

特许财富管理师(Chartered Wealth Manager)，简称 CWM，是由国际金融管理学会(IAFM)推出的

专业认证。CWM 证书是目前美国“财富管理”培训认证中的四大证书（CFA、CPA、CFP、CWM）

之一。CWM 考试要求考生为大学本科毕业，在金融及相关领域工作满 2 年经验；或具有大专学历，

在金融及相关领域工作满 5 年经验。此外，以上两类人员还必须具备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

力。考试内容方面，CWM 考试分案例答辩和闭卷考试两部分。案例答辩主要考核考生解决财富管

理过程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与客户直接沟通的能力。闭卷考试包括财富管理基础、财富管理实务两

部分，共 25 道题目，全为多项选择题，中英文对照，考核考生对财富管理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及计

算能力。 
从 1995 年发展至今，全球拥有 CWM 资格的会员已经有 6 万余名，分布在美国本土、欧洲、亚

洲和中东地区。从会员来自的行业统计来看，来自银行业的占 25%，来自专业顾问公司的占 20%，

来自保险行业的占 13%，来自会计行业的占 8%。以上的数字表明，CWM 证书的持有者在银行领域

的比例是最大的。2004 年 2 月 CWM 认证正式引入中国内地。   
 

金融专业英语证书 

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试制度（FinancialEnglishCertificateTest,简称 FECT）是 1994 年经中国人民

银行和原国家教委联合发文（银发[1994]107 号）批准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行业性专业外语证书

考试制度。为进一步完善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试制度，适应经济发展对金融人才培养所提出的新要

求，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试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讨论决定，自 2009 年开始，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

试结构将进行适当调整。调整后，原“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试（FECT）”更名为“金融英语证书考

试（FECT）”。金融英语证书考试（FECT）共设两级，分别为 FECT 综合考试和 FECT 高级考试。

FECT 考试每年举办一次，考试成绩可用作金融系统员工录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及出国培训人

员或外派人员专业英语水平的参考证明。 
金融英语证书考试自 2013 年起就考试制度进行部分调整，调整后的金融英语证书考试制度简化

考试层级，合并原综合考试和高级考试。新的金融英语证书考试只考一张试卷，考试采用计算机标

准化测试，考试总分为 100 分，成绩合格者获金融英语考试等级证书。证书分为高级、中级和初级

三个等级，其中考试得 60 分（含）至 74.5 分（含）者，获金融英语考试初级证书；得 75 分（含）

至 89.5 分（含）者，获金融英语考试中级证书；得 90 分（含）至 100 分者，获金融英语考试高级

证书。同时，为测试考生在工作环境中使用英语口语的能力，金融英语证书考试制度下另设口语考

试。口语考试为非必考科目，考生可自愿参加。口语考试总分为 100 分，考试得 60 分（含）以上者

获金融英语口语考试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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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导论》 

[美] 保罗·海恩(Paul Heyne) 

荐书宗旨： 

什么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世界上没有免费的

午餐。做任何事都是有成本，我们只能在不同的选择中权衡，个人选择

需要权衡，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制定也要权衡。为什么没有免费的午

餐，因为人的行为基本上是理性的。公共政策必须建立在理性人假设的

基础上，否则，就会事与愿违。当一些人主张政府应该限制某些行业的

准入时，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保护自己的垄断地位，而不是维护市场秩序，

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不断满足他们的要求，社会就会陷入“囚徒困境”。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摆脱囚徒困境的制度——市场

经济。本书是风靡国际的一部另类的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与当今流行的

主流经济学书目不同，本书通过深入浅出的故事和饶有趣味的图画告诉读者: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特的

思维方式，与生活中的各种决策息息相关。正如书名所揭示的，经济学的力量就在于它是一种思维

方式，而本书的目的正是引导读者学会经济学推理方式，从而能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作者小传： 

保罗·海恩(Paul Heyne，1931-2000），美国芝加哥大学伦理学与社会学博士、华盛顿大学经济

系教授。专业研究领域为经济学史和经济系统伦理学批评。作为大学本科经济学教育的改革者，海

恩终生致力于改变僵化刻板的经济学教学方式，被誉为美国“近 25 年来最优秀的经济学教育工作者”

之一。《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海恩的代表作，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 

全书内容： 

本书共分为十六章，根据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五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章。从高峰期的交通秩序开始引申出社会协作，强调了社会协作的重要性，解

释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讲述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使用过程中会关注三个方面：其一，

个体的行为；其二，群体的合作；其三，前述两种活动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并解释了社会协作是一个持续相互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基于他们预期的额外收益和成本

进行选择。 

第二部分，第二到六章，主要通过现实中的实例阐明供求规律。第三，四章解释了经济学中的

供给理论和需求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两种理论都假设决策者面临一系列不同的方案，

并要从中选择一个。他们的选择反映了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间的比较。第五，六章则着重把需求和

供给联系起来，介绍了两者之间的规律，联系到铅笔制造和苹果落地，说明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关

注的是人们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的结果，并要发现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原理，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

和物理学有某种相似之处。人们各有各的计划和目标，他们在市场上通过竞争与合作协调各自的计

划，经济学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切。 

第三部分，第七到八章，主要讲述利润和价格的关系，首先，第七章通过一个幽默的例子揭示

了追求利润是企业进行生产的根本动力，这其中就涉及到了成本，价格等一些重要的中间要素，企

业家通过作为信号的市场价格，评估某项活动潜在的盈利能力，这个时候企业家的才能就表现出来

了：套利，创新和模仿。这三种形式是其在追求利润道路上表现出的才能形式。他的创新和模仿是

套利的复杂形式：察觉到价格高低差异，以低价买进稀缺资源，并重组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第四部分，第九到十三章，主要讲述了国家政府的经济发展。第九到十章，主要举例说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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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定价和其他商业行为的管制通常都阻碍了竞争的发展。并进一步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负外部性

以及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第十一到十三章则通过更深层次的讲述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衡量的指标和对于其中存在诸如失业，环境污染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并揭示

了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两极化问题，谁穷，谁富？ 

第五部分，第十四到十五章，通过讲述货币的演化历史，性质及当今世界美联储操控全国货币

的实例来向我们解释在货币管理的时候到底是谁在做主？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期

间到底会发生什么？这个期间货币政策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第六部分，第十六章。这一章就主要是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的存贷危机以及 2008 年及其后的金

融大海啸，次贷危机等，分析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到底揭示了哪些东西？有哪些东西是被隐藏起来

了，这其中透露了作者对自由市场和法治的积极态度。 

本书特色： 

1．本书重视思考和应用，充满了真知灼见，对于形式化的模型建构则着墨甚少。它不是给你介

绍一个又一个概念、理论、图表、数学模型，而是从现实中你熟悉的事情出发，告诉你经济学家是

如何思考的。这样，你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既富于探索性，又富于启发性。 

2．本书从思维方式入手介绍了各种经济学知识，从个人到社会、从微观到宏观、从主流的观点

到非主流的看法、从历史到现实。这本书的内容相当全面，但切入点不同，组织与写作的方法也不

同，让一般读者读起来更容易，理解起来也更容易。 

3．本书旨在提高学生的技能，使他们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一旦他们迷上了经济学，他们会

在更高深的经济学课程中得到充分的机会来锻炼他们的建模能力。相信读者都能在这个奇妙的学科

中继续他们的追求。 

4．本书的每一章都有简短回顾与问题讨论，便于读者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自我检测，更好的理

解和掌握本书的内容。 

《学苑》提示： 

1．本书是从堵车的例子开始的。老百姓,社会学家，会说的经济学家对堵车都有不同的看法。

而本书的作者则认为，堵车表面的混乱之下隐藏着一种秩序；正因为有秩序，所以尽管堵车，车仍

在行进，由此引出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正在于认识社会秩序。市场经济表面看来也是相当乱的，但其

中同样存在秩序。认识这种秩序，了解经济的运行规律，正是学会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起点。 

2．后面就开始介绍市场上的协作，每个人的行为是如何无意识地相互合作的，合作中的游戏规

则是什么，产权如何重要等。所介绍的都是我们身边每天发生的事情，但每件事情用经济学的眼光

看都与我们平常的感觉有差异，而你读过之后会发现有了新的视角。对经济学了解得更多了，认识

与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就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了。 

3．这本书所用的事例主要是美国的。但中美国之间，除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外，

主要是经济体制的差异。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模式也不会是美国模式，所以作者针对美国情况所做

的分析就不一定都适用于中国。比如，作者与一般美国经济学家一样是反对政府限价的，但在我国

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府经济需要限价，如对春运车票限价，以及通货膨胀严重情况下的价

格干预。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市场调节，而需要更多地考虑政治与社会因素。读这本书，学的是基

本内容。如果能结合中国的现实做一点进一步的思考就更有意义，收获也就更大了。 

参考书目 

1 [美] 戴维·弗里德曼著：《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 》，中信出版社，2006. 

2 [英] 蒂姆·哈福德著：《卧底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9. 

                                                             组稿：杨毅  责任编辑：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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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Methods for Financial Markets 
[France]Monique Jeanblanc 

Purpose of Recommending Book: 
This book is the financial methodology and some relevant tools which 

are pretty practical for our study in finance. It shows us a new area of finance 
requiring a large number of complex mathematical tools. Since using 
mathematical tools in the research of finance has been a fashion, this book is 
the best teacher to introduce mathematical finance for you. If you are fond of 
learning Mathematical finance, this book will be the most proper choice. 

 

Key features:  
*A somewhat unusual organization makes it readable for both mathematicians and practitioners. 
*A number of different discussions in the Mathematics or the Finance direction enable us to meet different 
kinds of opinions in mathematical finance. 
*A given section, or paragraph, contains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the topic treated there. 
Some ways of writing break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book writing which are more convenient to gain an 
important result or method in a given context or model. 

Biography of the Writer: 
Monique Jeanblanc is Professor of mathematical finance scholar of international repute, director of the 

French Banking Federation and Fina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redit risk research center. S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40 papers about the results of the credit risk, pricing of financial derivativ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ield of mathematics probability of top journals. She also takes charge of the edition of the top 
financial academic journals Finance and Stochastics. 

The Structure of the Book: 
Part I Continuous-Path Random Processes: Mathematical 

1．Prerequisites  
2．Basic Concepts and Examples in Finance(Some basic concepts and some typical examples about 

finance) 
3．Hitting Times: A Mix of Mathematics and Finance(The connection about mathematics and finance) 
4．Complements on Brownian Motion(A typical complement) 
5．Complements on Continuous Path Processes (Another typical complement) 
6．A Special Family of Diffusions: Bessel Processes(A series of diffusions) 

Part II Jump Processes 
7．Default Risk: An Enlargement of Filtration Approach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of Filtration 

Approach) 
8．Poisson Processes and Ruin Theory (A typical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9．General Processes: Mathematical Facts (Some examples about the facts of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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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xed Processes (the other process) 

The Tips from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1．This book introduces a large number of models and mathematical tools in the research of Finance, 
so it may be a little abstract for beginners to read. 
2．The aim of this book is to explain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continuous-time finance. 
3．The discussion in this book doesn’t represent the author’s opinion. It’s just a collection of different 
ideas about mathematical Finance. 
4．If you are a green hand about mathematical Finance, you’d better have a reference book before you 
read Finance Paradise. 

References 
1[美]Steven.E.Shreve 著《金融学数学方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4.  
2[中]史树中著《金融学中的数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组稿：苑思雨 责任编辑：苑思雨、陈宸 
 

【金融名词解读】 

担保债务凭证 
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 CDO)，是一种固定收益证券，现金流量之

可预测性较高，不仅提供投资人多元的投资管道以及增加投资收益，更强化了金融机构之资金运用

效率，移转不确定风险。凡具有现金流量的资产，都可以作为证券化的标的。它是资产证券化家族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标的资产通常是信贷资产或债券。这也就衍生出了它按资产分类的重要的

两个分支：CLO(Collateralised Loan Obligation)和 CBO(Collateralised Bond Obligation)。前者指的是信

贷资产的证券化，后者指的是市场流通债券的再证券化,但是它们都统称为 CDO。 

PMI 指数 

PMI 指数的英文全称为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中文含义为采购经理指数，PMI 指数 50 为

荣枯分水线。当 PMI 大于 50 时，说明经济在发展，当 PMI 小于 50 时，说明经济在衰退。PMI 是一

套月度发布的、综合性的经济监测指标体系，分为制造业 PMI、服务业 PMI，也有一些国家建立了

建筑业 PMI。全球已有 20 多个国家建立了 PMI 体系，世界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已经建立。PMI 是
通过对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汇总出来的指数，反映了经济的变化趋势。PMI 是一个综合指数，由 5
个扩散指数加权而成，即产品订货（简称订单）、生产量（简称生产）、生产经营人员（简称雇员）、

供应商配送时间（简称配送）、主要原材料库存（简称存货）。这 5 个指数是依据其对经济的先行影

响程度而定，各指数的权重分别是：订单 30%，生产 25%，雇员 20%，配送 15%，存货 10%。 
计算公式如下： 

PMI=订单×30%+生产×25%+雇员×20%+配送×15%+存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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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视点之一：展望互联网金融 

背景介绍：互联网金融是指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新兴金融模

式，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融资模式。互联网金融包括三种基本的企业组织形

式：网络小贷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以及金融中介公司。当前商业银行普遍推广的电子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等也属于此类范畴。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

享”的精神往传统金融业态渗透，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根本影响。那么，互联网金融对当前传统金融模式有何影响？

互联网金融将何去何从？ 

陆家嘴论坛专题会场：互联网金融发展前景 

侯维栋（交行副行长） 

 互联网金融是什么？有人认为，互联网形态下所有

的金融服务都叫互联网金融，也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就

是银行的替代，就是要用互联网消灭传统金融或者是替

代传统金融。我认为，互联网的秉承着开放、合作和分

享的精神就是互联网精神。未来互联网精神我认为就是

在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新型业态下，金融机构通过深入的

变革来为客户提供适应于互联网特征的个人金融服务。

换句话说互联网金融也是充分的利用互联网技术对金融

业务进行深刻变革后产生的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一定程度也会对银行传统业务

的补充，覆盖传统银行的一些盲区。互联网热爱创新的

基因，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创新的动力，引发了商业银行

对自身经营模式的重新思考。传统银行与互联网金融未

必只有“你死我活”，通过创新，传统银行也能够成为未

来互联网应用发展过程中的主力军。 

周金黄（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 

第三方支付是一场革命。第三方机构已经在全国有

好几百家，这是技术革命推动的结果。它符合社会发展

需求和人们需要的一个行业：凡是能够传递信息的渠道

都能够传递资金。正是这特点，决定了目前的这种金融

发展态势。渠道的信息化和货币的信息化，这两条导致

了互联网金融和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发展。 

廖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联网对金融业的跨界参与给予了金融发展本身正面

的提速和多样化的影响，尤其是可以将金融业务参与的

主体扩散到 基层的民众范围内，这一点已经在欧美国

家得到了广泛的证实，并对于中国同业有着重要的参考

意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渗透到每

个角落，如果不加以关注可能会酿造成大的风险。众筹

网站有将近40%的项目都拿到钱，参与的人数几十万之

多，而且直接参与融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融资，如果

不积极的研究，不加快监管，蕴藏的风险很大。希望我

们的政府和监管层加快研究和加快立法，才能使互联网

走上健康之路。 

（和讯网与中国电子银行网联合报道 2013年06月29日） 

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专题  

谢平（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支付技术的成熟，助推

了互联网货币的发展，未来互联网货币与现实货币会并

驾齐驱，但是，由于央行无法掌握互联网货币的流通、

发行规模等情况，并且信用担保比法定货币差，有可能

被用于非法洗钱，或是造成法律风险，这需要有充分的

准备。 

岳富涛（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 

我们适应这种新的发展和新的挑战，同时也不排除

这种新的业务模式会出现不大不小的风险不大不小的问

题。要加快我们的学习步伐，吸取经验教训，同时不断

更新规章制度和监管标准使整个金融业保持健康的发展

心态。 

万建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融跨界首先是从业务跨界，业务创新引起的，业

态的变革、变化。从供给方来看，金融机构顺应这种需

求，力图打造一站式的金融业务平台，现在各种金融机

构都在不同层次的打造这个平台。综合化和生活化是客

观的趋势。传统的金融机构，在互联网时代，同样有它

的定制化的趋势。 

唐宁（宜信公司 CEO） 

金融的目的是解决人生产生活、家庭生产生活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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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互联网移动终端只是工具，只是手段。互联网金融

是多层级金融服务体系的有效补充，积极补充，健康补

充，不会变的。而且新经济、旧经济一定相互融合。个

人的观念未来成功的金融服务的方式一定 Keep Touch。 

焦瑾璞（中国人民银行消费者保护局局长） 

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的保护，应当关注下列四个问

题：1．应该推动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法律制

度框架；2．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建立消费者保护

的协调合作机制；3．畅通互联网金融消费的投诉受理渠

道。必须将畅通互联网金融消费的投诉，受理渠道，作

为在该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抓手，健全投诉

处理工作机制。4．要开展互联网金融消费的教育，提高

其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互将互联网知识和金融知

识充分结合，针对目标群体，探索多样化的教育模式。

开展有针对性的金融消费者教育。 

丁化美（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总经理） 

虚拟货币也叫互联网货币，虚拟金融资产可以理解

为信用货币和互联网货币,是完全脱离了传统意义的货

币。从发行主体来看，虚拟货币金融资产是社区发行的，

是自发的，是一种消费引导或为客户服务的一种模式；

从货币的流通来看，虚拟社区是靠社区的规则约定俗成

的，大家自发自愿的遵守，它的强制力来自于社区成员

的内在信念；从交流兑换来看，现代不同政府之间的货

币虽然有不同的形态，但是有共同的汇率，有牌价，而

虚拟货币之间，虚拟货币与现代货币之间并不存在汇率

和牌价。 

在虚拟货币和现实货币之间， 重要的一般性的特

征都是以信用为基础。从这一点来看，虚拟金融资产的

交易，本质就是信用的交换。 

（新浪财经讯 2013年7月10日） 

组稿：王银瑞 责任编辑：陈宸

 

视点之二：解读“李克强经济学” 

背景介绍：李克强上任总理以来，面对地方债隐现危机、贸易壁垒增加、热钱出逃、银行钱荒等严峻考验，在“百

日新政”中，挤水分、调结构、简政放权、布局城镇化，力促发展模式转型，有媒体和学者将李克强采取的这套动

作称之为“克强经济学”。作为2013年财经界最热的名词，“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不仅引发各家机构的命名

争夺，其核心与内涵的诠释权也引发诸多讨论。当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Jamil Anderlini）在 FT 2013

中国高峰论坛把这一问题抛出之时，也强调“李克强经济学”被媒体“疯狂”报道。巴克莱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说：“李

克强经济学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因为中国经济急需重回可持续轨道。”那么，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从李克强经济学到李克强政治学，从经济建议到改革措施，中间存在理念与执行力的不菲鸿沟，历史会再次重

复么，时间会证明一切么？ 

“李克强经济学”的不同评价与定义 

安东尼·詹金斯（巴克莱集团首席执行官） 

在我看来，中国管理层正在很好地掌控形势。中国

银行间市场一度的流动性紧张局面更像是“管理层希望

小心地实施对（银行）系统的去杆杠化调整”。银行业出

现危机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对风险的错误理解、

定价和管理，以及短期流动性危机。“如果银行系统出现

了对风险的错误管理和定价问题，那么可以通过去杠杆

化来应对，由此可以避免银行业危机。中国未来几年内

经济增速很可能在 6%至 8%之间，但这一速度对中国来

说更加可持续。“李克强经济学”符合全球经济趋势，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相比，如今全球经济正进入一

个新时代，经济增速已经结构性放缓。 

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来看待，新兴市场近期的市场

动荡主要是因为全球资本追逐高收益率的短期行为，从

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依然结构性地高于发达

国家。（FT 中文网 2013年11月3日）  

华生（经济学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这一概念有两大支点，第一是瘦身放权，比如注册

资本放松，但目前胜负难料，很多重要的审批还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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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点的改革重点在于程序公开，门槛准入。第二支点

是人的城镇化，这比第一个支点更难，它也是李克强经

济学的 大考验。当前问题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

的脱节，中国如果再沿着土地城镇化道路走下去将会是

“死路一条”。（财经中国 2013年10月24日）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李克强经济学为三要点：一个不刺激，二是简政放

权，三是要素市场改革。对比“安倍经济学”，朱海滨认

为，考察“李克强经济学”有两个标准，一个除了判断

长期政策，也应该注重短期经济政策；二是外界不仅需

要关注改革期待，而是关注哪些改革能先行先做。（新浪

财经 2013年11月3日） 

刘晓光（首创集团董事长） 

李克强经济学核心有三条：一是强化市场经济的概

念、二是放宽管制、三是改善供给。（FT 中文网 2013

年11月1日）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从市场、供给等等来看，李克强经济学没有太多特

殊之处。改革，除了要看是不是主张市场化和民企进入

结构性改革能否提速取决于释放改革红利和避免冒进风

险之间的权衡。等外，更加看重勇气和智慧。（网易博客 

2013年10月20日）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李克强经济学的关键在于认识中国经济问题，以及

这能否与李克强思路能否对接。强调李克强上任之后，

没有用沿用上届凯恩斯主义，而是结构调整思路，可见

他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基本是对的。（财经中国 2013年11

月2日） 

冯涛（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投资与财富管理编辑） 

本届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思路并没有发生根本转

变，虽有微调，也是受限于现实情况以及在改革中遇到

的的阻力。经济就是 大的政治。中国经济改革仍停留

在量的变化上，而非质的变化。投资者 关切的是十八

届三中全会是否能带来实质性的、可操作的突破。如果

有，那么改革红利才会真正对中国股市构成长期重大利

好。（FT 中文网 2013年11月6日） 

不刺激确实是李克强新政的亮点之一，近期他再度

喊话“激活财政存量资金”，或也暗示对大手笔刺激的谨

慎，具体措施仍旧有待观察。大规模上马各类投资项目

本质上扩张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与干预，显然会导

致投资增加、信贷扩张、通胀膨胀等恶果。但是，除了

这一类赋权式刺激政策之外，还有另一类刺激政策，即

大规模减税、加大社会保障投资等，可以称之为放权式

刺激政策。 

市场上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将会得到基本坚持，

但在实际执行中会保持弹性。只要短期中国经济没有问

题，着眼于长期的调整就会成为宏观政策的重点。（FT

中文网 2013年7月4日）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政策思路和权衡，它不是一成

不变的，需要在坚持市场化改革前提下相机抉择。而是

否进行调整以及调整的时点、方向和力度，取决于决策

者对三个关系的权衡(trade-off)：从财政政策上看，是否

采取刺激措施取决于保持平稳增长和控制财政风险之间

的权衡；从货币政策上看，是否加快去杠杆取决于稳定

货币供给和控制金融风险之间的权衡；从推动改革上看， 

徐瑾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任何改革的本质都是创新，即以新的制度体系代替

旧的制度体系，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有序开

放、渐进开放、有管理的开放就成为必然选择。 我们

必须时刻警惕，任何改革都有风险，加快改革有些时候

并不是万灵药，李克强经济学真正要做的是稳步、有序、

有效的改革。（新浪财经 2013年7月10日） 

向小田 (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将克强经济学解释为打击影子银行，是对克强经济

学的误读。克强经济学本身，是支持利率市场化的，对

于影子银行这一利率市场化产物，不是打击，而是规范

其发展，促进其发展。从郭树清在证监会的一系列改革

动作来看，证监会允许券商、基金资管业务的开展，实

质上就是支持了影子银行的发展，降低了影子银行业务

的壁垒，为进一步开放影子银行、用市场倒逼机制促进

其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未来的改革方向，一方面是通

过开放牌照资源，降低影子银行业务交易费用，一方面，

改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避免其占用过多金融资源。 

克强经济学并非单纯的去杠杆。克强经济学要解决

的，是体制内部门去杠杆，同时，帮助体制外部门加杠

杆，总体杠杆平衡稳健，只进行结构调整和存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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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经济的硬着陆。 

随着克强经济学在应用领域的逐渐展开，资本市场

将逐渐适应其“新常态”，自动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将

在经历一段小幅波动后，重新找到新的平衡。（新浪财经 

2013年07月03日） 

港媒评论：“习近平政治学”和“李克强经济学”互相呼

应 

国家主席习近平及总理李克强执政快一年，中央经

济政策也出现调整，并初见成效。在“简政放权，扩大

开放”的思路下，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城镇化成

为四大工作，坚持“保底”论，不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

计画。三中全会下月召开，预料或有进一步改革方案出

台。 

去年中共十八大，习李体制正式成形。一年来，以

反腐、节约、整风为核心的“习近平政治学”，和以调结

构、促改革、城镇化为重点的“李克强经济学”，互相呼

应。北京学者认为，只有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齐头并

进，方能有效清除阻碍改革的不利因素，收获改革的

大红利。（大公网 2013 年 10 月 8 日） 

李克强经济学之上海自贸区 

作为李克强经济学的破冰一步，上海自贸区引发诸

多关注。这是中国特区实验的又一次升级版？抑或仅仅

是一次政策放松的局部实验？自贸区对于中国经济长期

意义几何？如何防范自贸区金融风险？国际经验与上海

自贸区启示何在？ 

肖耿（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学术研究副总裁、香港

大学荣誉教授）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 大意义在于开发中国跨境服务

业这一潜力巨大的处女地市场，这将是全球经济的新前

沿。自贸区不是零和博弈，对于这一历史机遇，香港的

体制优势与上海的规模及潜力优势互补互利，自贸区为

二者强强联合提供了绝佳机会。 

自贸区涉及到全球金融新秩序，未来可能需要多元

化的货币体系或超主权的国际货币。如果上海自贸区将

来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可以像香港那样发

行与 SDR 挂钩的上海自贸区国际货币。如果香港、新加

坡、迪拜及其他离岸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兴趣与上海竞争

及合作，它们也可发行与 SDR 挂钩的国际货币。（FT 中

文网 2013年10月22日）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上海自贸区被广泛视为重启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也

是新一届政府改革的练兵，更是观察三中全会改革、克

强经济学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窗口。 

改革固然值得期待，但必须以理性的视角去分析。

对于改革，市场看到的是改革的收益、红利，官僚体系

看到的是权力的失去和风险。改革，某种程度上就是“政

治家的改革精神”与“官僚集团的改革惰性”之间的拉

锯战。（FT 中文网 2013年10月17日） 

陈波（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上海自

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 

上海自贸区的成功建立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

深远影响，而我国建立自贸区的战略规划，实际上是我

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内外双重挑战的必然产物。 

上海能够作为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试验田，也与

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上海是我国的

经济中心，金融服务业在全国居于龙头地位，国际化程

度也首屈一指，世界500强企业大多在上海都设有分支机

构。 

虽然关于上海自贸区的具体规划蓝图还未出台，但

是除航运、物流、生产方面的国际化外，全面开放金融

服务业、资本项目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才是自贸区

重要的实验目的。因此，选择上海进行这些经济改革试

验，具有为充分的政策参考意义。 

“去经济刺激、去杠杆化、产业升级”，当下关于

这三大要义的市场热议，其核心思想就是减少政府干预，

引入市场竞争，在优胜劣汰中完成经济结构改革。上海

自贸区的建立以及未来加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尝试，

正是实践这一经济主张的具体体现。（凤凰网全球资讯 

2013年7月17日） 

    组稿：王银瑞 责任编辑：陈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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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要闻 

 铁道部撤销 改革动刀独立王国（2013 年 03 月 10

日） 

根据 10 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我国将实行铁路政企分开，国务院将组建国家铁路局和

中国铁路总公司。方案提出，将铁道部拟订铁路发展规

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统筹

规划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展，加快推进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建设。铁道部撤销了，实际上是一分为三：一

部分企业职能剥离出来，成立总公司；一部分属于综合

性管理职能，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的部分职能，比

如规划、政策，制定一些法规等，这部分职能剥离出来，

划给交通运输部；一部分安全生产监管的职能，专门成

立国家铁路局，这个机构是副部级机构，由交通运输部

管理。 

 “营改增”试点扩大 企业减负 1200 亿（2013 年

04 月 11 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会议指出，实

行“营改增”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去年 1

月启动试点以来，有关地区和部门精心组织实施，改革

成效逐步显现。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服务业特别是现代

服务业发展加快，工业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中小规模

纳税人税收负担得到减轻，促进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

企业发展。税制得到简化和规范，有利于解决税制不统

一和重复征税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

点，并逐步在全国推行，这有利于解决因局部地区试点

导致的政策差异和税收征管风险等问题。通过实行“营

改增”，激发企业活力，形成新的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

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首破 6.18 本月第 7 次创汇改

新高（2013 年 05 月 31 日） 

2013 年 5 月 31 日，中国货币交易中心授权公布美

元对人民币中间今日价报 6.1796，首次跌破 6.18，本月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第七次刷新汇改以来高点。2013 年

5 月 31 日上午消息，中国货币交易中心授权公布美元对

人民币中间今日价报 6.1796，首次跌破 6.18，比昨日下

跌 24 个基点，本月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第七次刷新汇改

以来高点。分析人士表示，外汇局 6 月 1 日起将将强热

钱流入限制；而 6 月底即将首次实施新的银行外汇头寸

管理办法，促使部分金融机构提前着手补充美元头寸。

与此同时，有交易员指出，人民币汇率在有效突破 6.10

关口之前也需要震荡蓄势，短期内出现盘整或一定幅度

走软也在情理之中。人民币短期快速升值已对居民企业

影响较大，外贸企业“有单不敢接”现象严重、出口利

润被进一步压缩，中小企业出口受冲击较大。但是在外

贸企业揪心的同时，居民出国旅游购物便宜不少。 

 中国 13万亿理财产品 6月集中到期 银行支付压力

大（2013 年 06 月 20 日） 

惠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内地理财

产品的规模已高达 13 万亿元，中很大一部分将在 6 月到

期。惠誉中国金融机构评级主管朱夏莲认为，如果政策

方向未变，随着理财产品到期，7 月前银行间同业拆息

利率还会继续上升。短期内，偿还这些即将到期的理财

产品将是内地银行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 

 商务部对欧盟进口葡萄酒进行双反调查（2013 年

07 月 02 日 ） 

商务部发布公布称，自 2013 年 7 月 1 日其开始对原

产于欧盟的进口葡萄酒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据悉，

调查应在 2014 年 7 月 1 日前结束调查,特殊情况下可延

长至 2015 年 1 月 1 日。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负责人

就此发表谈话指出，2013 年 5 月 15 日，商务部收到由

中国葡萄酒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要求对原

产于欧盟的进口葡萄酒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该负

责人指出，中国调查机关对此次调查将严格遵守中国相

关法律规定，并符合 WTO 相关规则的要求。商务部在

调查过程中将遵循公开、公平、透明原则,充分尊重各利

害关系方的法定权利，在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与规则的

基础上，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决。 

 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

年 08 月 23 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

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 4 个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 28.78 平方公里。建设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

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主要

任务是要探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动加

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

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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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

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

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9 月份我国 CPI 同比涨幅突破 3% （2013 年 10 月

14 日） 

国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数据，9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 3.1％，涨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这是自今年 2 月份之后，我国 CPI 同比涨幅

首度突破 3％。1 至 9 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 2.5％。  

 三季度“成绩单”令人欣慰（2013 年 10 月 21 日） 

国家统计局 18 日发布数据，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

长 7.8%，增速比上季度反弹 0.3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中

国经济增长 7.7%。10 月 18 日公布的三季度中国经济“成

绩单”令人欣慰，经济增速扭转了此前连续两个季度的

下滑，反弹至 7.8%，呈现稳中有升、稳中向好 的积极

态势，稳增长初见成效。多项经济指标显示，我国经济

发展内生动力增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呈现积极变化。 

 习近平重申 3600 万套保障房要全力完成（2013 年

10 月 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29 日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

供应体系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十二五”规划提出，建设城镇

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 3600 万套(户)，到 2015

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 20%左右，这是政府对人

民作出的承诺，要全力完成。同时，他强调必须要坚持

公平分配，使该保障的群众真正受益。要对非法占有保

障性住房行为进行有效治理，同时要从制度上堵塞漏洞、

加以防范。对非法占有保障性住房的，要依法依规惩处。 

 中国前三季度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 1382 亿美元

（2013 年 10 月 30 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 2013 年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

平衡表初步数据，2013 年前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经常

项目顺差 1382 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 1624 亿美

元，国际储备资产增加 3006 亿美元。2013 年三季度，

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 397 亿美元，其中，货物贸

易顺差 871 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 425 亿美元，收益逆

差 36 亿美元，经常转移逆差 11 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

目顺差（含净误差与遗漏，下同）573 亿美元，其中，

直接投资净流入 407 亿美元。国际储备资产增加 970 亿

美元（不含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其中，

外汇储备资产增加 976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及在基金组

织的储备头寸减少 5 亿美元。 

 央行放权 贷款利率定价机制交给市场（2013 年 10

月 31 日） 

10 月 25 日，央行宣布，今日起贷款基础利率集中

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这是对商业银行最优质公司

客户推出的一种新的优惠贷款利率，首笔一年期 LPR 报

在 5.71%，其他贷款利率可在此基础上加减点生成。央

行表示，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作为市场利

率定价自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

放利率（Shibor）机制在信贷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和扩充，

有利于强化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促进定价基准

由中央银行确定向市场决定的平稳过渡。 

 肖钢：探索并购重组引入定向可转债和优先股

（2013 年 11 月 4 日）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2013 年年

会在北京召开。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会上表示，要进一步

完善并购重组的各项政策措施，探索引入定向可转债、

优先股等支付工具，鼓励并购基金发展，研究建立中小

企业股转系统挂牌公司并购重组机制。此外，他还强调，

下一步，要严格执行新的退市制度，推动存在退市可能

或需要的公司在法律、规则框架内主动退市。 

 国家统计局：10 月 CPI 同比上涨 3.2% 食品价格

上涨 6.5%（2013 年 11 月 9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3 年 10 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3.2%。其中，城市上涨

3.2%，农村上涨 3.3%；食品价格上涨 6.5%，非食品价

格上涨 1.6%；消费品价格上涨 3.2%，服务价格上涨

3.1%。1‐10 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去年同期上涨 2.6%。 

国际要闻 

亚太区 

 印尼央行将隔夜基准利率维持在 5.75%不变（2013

年 5 月 15 日） 

印度尼西亚央行周二连续第 15 次维持隔夜基准利

率在纪录低点 5.75%不变；此前该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

降至两年半来最低水平。印尼央行发布声明称，今年经

济增速可能位于 6.2%-6.6%预期区间的低端，接近去年

的 6.23%。利率水平仍然与 2013 和 2014 年 3.5%-5.5%

的通胀率目标一致；央行将继续加强货币市场操作，通

过长期工具吸收更多流动性。 

 日本三大汽车生产商 5 月在华销量实现增长（2013

年 6 月 5 日） 

日本三大汽车生产商周二公布，5 月份在华汽车销

量实现增长。这是自去年年末反日示威活动抑制日系车

需求以来，日本三大汽车生产商首次在同一个月全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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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销量增长。丰田汽车 5 月份在华销量为 79000 辆，较

上年同期增长 0.3%。日产汽车在华销量增长 2.0%，至

102990 辆。本田汽车销量增长 4.7%，至 54577 辆。 

 印度上调黄金进口关税（2013 年 6 月 6 日） 

印度周三宣布上调黄金进口关税，决定立即生效。

主管税务的官员称，纯金的进口关税将从之前的 6%上

调至 8%，黄金矿石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将从 5%上调

至 7%。政府此举旨在通过这种措施抑制国内黄金消费，

以解决经常项目赤字扩大的问题。 

 通胀形势严峻 印度央行加息 25 基点（2013 年 10

月 29 日） 

为抑制国内日益严峻的通胀形势，印度央行 29 日宣

布将基准利率提高 25 个基点至 7.75%。这是印度央行自

9 月以来第二次加息。统计显示，今年 9 月，在食品(行

情 专区)和燃料价格推动下，印度国内通胀率同比增长

6.46%，达 7 个月以来高点，大幅超越印度央行默认的

5%的上限。从全年来看，印度通胀率有可能突破此前预

期的 5.3%的水平而攀升至 6%一线。 

 日本央行宣布维持 0-0.1%的利率（2013 年 10 月

31 日） 

日本央行 10 月 31 日宣布利率决定，一致同意将利

率维持在 0-0.1%不变，承诺以每年 60-70 万亿日元的规

模扩大货币基础，目标 270 万亿日元不变。日本央行决

议公布后，美元兑日元小幅下跌至 98.38 一线。日本财

务省周三连续第三个季度上调对经济的预期，称该国经

济正在“逐步复苏”。财务省在季度经济报告中上调 7-9

月份经济预期，为近 6 年来首次连续第三个季度调高经

济预期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本月曾表示，日本央行

将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抗通货紧缩，但并未透漏可能

采取的具体的新措施。并重申货币政策不是为了使日元

贬值，而是为了提高国内通胀预期。黑田东彦认为日本

经济道路正确，国内各方面都在好转，因此现在决定日

本央行在经济疲软时采取何种政策还为时过早。 

 韩国 10 月贸易盈余 49 亿美元 出口同比增 7.3%

（2013 年 11 月 01 日）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五公布 10 月进出口与贸易

收支初值，数据显示，韩国 10 月贸易顺差初值为 49 亿

美元 ，9 月修正后为顺差 37 亿美元。资源部并公布，

韩国 10 月出口年率增长 7.3%，进口年增 5.1%。其中 10

月进口年增率为 2012 年 2 月成长 23.9%以来最快。10

月份韩国贸易形势扭转了 9 月份萎缩的不利局势，9 月

韩国出口年降 1.5%，进口下降 3.6%。10 月份进出口增

幅也超出了市场预期，分析师稍早预计 10 月出口年率为

增 3.9%，进口增长 2.8%。10 月平均每工作日出口值为

21.0 亿美元，9 月修正为 22.4 亿美元。 

欧美区 

 IMF 下调全球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速预期（2013 年

4 月 17 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周二发布《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称，欧洲的持续衰退及春季美国经济的放缓在给今

经济复苏前景带来负面影响。IMF 将今年美国和中国经

济增速预期分别下调至 1.9%和 8%，并预计欧元区经济

萎缩幅度将扩大至 0.3%，但同时将日本经济增速预期上

调至 1.6%。此外，IMF 还将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3.3%。 

 欧元区 3 月份工业产值大幅上升，暗示摆脱经济衰

退（2013 年 5 月 15 日） 

欧元区 3 月份工业产值大幅上升，超出预期，为欧

元区经济在第一季度摆脱衰退带来一线希望。欧盟统计

局周二公布，3 月份工业产值较 2 月份增长 1.0%，为 2011

年 7 月以来最大环比增幅；同比下降 1.7%，为 2012 年

8 月以来最小降幅。这意味着欧元区第一季度工业产值

增长 0.3%，扭转了 2012 年第四季度下降 2.1%的局面。 

 国际能源署：未来五年北美石油将成为全球石油供

应增长主力（2013 年 5 月 15 日） 

国际能源署周二预计，未来五年，北美石油生产将

成为全球石油供应增长的主力。由于压裂技术和其他技

术使得以往可望而不可及的油气资源得以开发利用，石

油产量因而得到增长。该机构预计，2012 年至 2018 年

间，北美石油平均日产量将增长 390 万桶，占同期非欧

佩克石油生产国新增产量部份的一半还多。2012 年至

2018 年间，欧佩克石油日均产能将增加 175 万桶，到这

一时期结束时将达 3675 万桶。 

 截至 5 月 22 日当周美联储资产规模创新高（2013

年 5 月 27 日） 

随着美联储继续实施债券购买计划，其资产规模本

周创下新高。美联储周四发布每周报告称，在截至周三

的一周内，美联储所持资产较前一周增加 444.4 亿美元，

至 3.399 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债持有量增加了 126.5

亿美元，至 1.877 万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增加了

2829 万美元，至 1.179 万亿美元。 

 美联储黄皮书：美国经济继续以温和速度扩张

（2013 年 6 月 6 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周三发布黄皮书称，受住房领

域复苏及制造业稳定增长的提振，美国经济继续以温和

速度扩张。黄皮书指出，在 12 个辖区中，达拉斯地区的

经济增速强劲，其余 11 个辖区的经济以小幅到适中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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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长。 

 欧洲央行维持基准利率不变（2013 年 7 月 5 日） 

欧洲央行周四未调整关键利率，从而在欧元区经济

陷入萎缩近两年后依然举步维艰之际维持了宽松货币政

策不变。在欧洲央行会议召开前接受道琼斯通讯社调查

的 49 位经济学家中，除一人之外均预计该行将把关键利

率维持在 0.50%不变。欧洲央行自 5 月份以来一直把关

键利率维持在 0.50%的纪录低位。 

 美国银行将悉数出售建设银行股份（2013 年 9 月 4

日 

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合约细则，美国银行周

二宣布将以至多 15 亿美元将所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悉数出售，从而退出八年前对这家中国第二

大银行的投资。美国银行将出售 20 亿股建设银行 H 股

股份，价格区间在 5.63-5.81 港元，较周二收盘价 5.93

港元低 2.0%-5.1%。交易完成后，美国银行将不再持有

建设银行股份。 

 巴西将 Libra 油田开采权授予由中海油、中国石油

等公司组成的财团（2013 年 10 月 22 日） 

巴西周一将大型海上油田 Libra 的开发权出售给包

括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内的

五家公司组成的财团。中标财团预计将在今后 35 年中向

该项目投资近 2000 亿美元。 

 美联储维持 QE 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2013 年 10

月 31 日） 

美联储周四北京时间 02:00 公布利率决定，宣布维

持 0-0.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前值 0-0.25%；并宣布

维持每月 850 亿美元购债规模不变。美联储利率前瞻指

引也未作变动。货币政策声明中指出，持续低于 2%目

标水平的通胀率可能给经济表现带来风险。美联储还表

示，只要失业率高于 6.5%，一至两年预估通胀不超过

2.5%，美联储就将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0-0.25%区间。 

 欧元区 9 月份失业率维持历史高点（2013 年 10 月

31 日） 

欧盟统计局 10 月 3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9 月

份欧元区失业率达 12.2%，与上月数据持平，显示欧元

区经济复苏仍很脆弱。9 月份，欧盟失业率为 11.0%，

与上个月数据持平。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和欧盟

失业率持续上升，近期欧洲经济虽走出衰退，但复苏势

头尚未传导到就业市场。数据还显示，欧元区和欧盟失

业率同比均出现上升，去年同期分别为 11.6%和 10.6%。 

 瑞银：2014-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 3.4%（2013

年 10 月 31 日） 

瑞银近日发布了题为《全球经济展望 2014-2015》

的研究报告，报告称，得益于美国经济活动回升且欧元

区成员国继续逐步复苏。受发达经济体增长改善且出口

获得相应提振推动，明年中国的经济活动料将回升。整

体上，其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从今年的 2.5%加速至 2014 

年和 2015 年的 3.4%。 

 澳新银行首席执行预计美联储削减购债规模前澳

元将维持强势（2013 年 11 月 4 日） 

澳新银行首席执行长 Mike Smith 称，在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开始削减每月资产购买规模之前，澳元可能将

维持较高的汇率。Smith 称，不认为美联储削减购债规

模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剧变，但会引发一些波动。Smith

表示，央行提供大规模流动性的时期将结束，由此引发

的制动效应实际上要比人们预料的大一些，但美联储要

到明年过一段时间才会开始削减购债规模。 

编者小按： 

2013 年三季度，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出现新的变化，

发达国家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而新兴市场

集体表现疲软。展望四季度，发达经济体将维持复苏态

势，但复苏特征不尽相同。受高新技术、房地产以及页

岩气等方面的拉动，美国经济呈现实质性复苏迹象；日

本政策性复苏特征明显；欧洲经济有望延续周期性复苏，

但走出困境尚须时日。相形之下，受发达经济体货币政

策调整预期影响，新兴经济体金融风险引发关注 

受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影响，今年上半年我国经

济连续两个季度放缓。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作用下，三

季度各项经济指标明显好转，经济企稳回升的概率增大。

未来我国经济面临美国 QE 退出、新兴市场货币动荡、

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网、东方财富网、新浪财经、

搜狐财经、网易财经、和讯财经等。 

责任编辑：王康、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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