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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在证券市场上是否应该允许卖空存在很大的争议，争

议的焦点之一就在于卖空交易是否会加大市场的波动性，甚至引发市场危机。本文选取３７个国家
和地区的证券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个市场层面探讨了卖空机制对股指收益率偏度、波动性和市

场崩溃概率等的影响。经验结果显示，虽然放开卖空限制将导致股指收益率向负向偏离，但却不会
加大市场的波动性，而是可以降低市场崩溃的概率。
关键词卖空偏度波动性

一

引言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３Ｂ一３规则的规定，所谓卖空交易（ｓｈｏｒｔ ｓａｌｅｓ）是指投资者出售自己

并不拥有的证券的行为，或者投资者用自已的账户以借来的证券完成交割的任何出售行为。长期以来理
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在证券市场上是否应该允许卖空存在很大的争议。反对者认为卖空行为易引起恐慌
性的抛售，加大市场的波动性，甚至引发市场崩溃。支持者则认为卖空机制的存在可以提高信息的传递
效率，提高市场的流动性，改进经济体系的风险共担机制。

从各国的卖空实践来看，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允许卖空交易，但即便是在那些允许卖空
交易的市场上，卖空行为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约束。就中国而言，缺乏卖空机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股市

“单边市”的格局，国内学者和业界人士对于卖空机制利弊的讨论也很多（廖士光和杨朝军，２００５ａ；梁万
泉，２００５；邓焱木和杨朝军，２００６；渤海证券，２００６；刘中文和李军，２００７）。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卖空交易
是一把“双刃剑”。梁万泉（２００５）认为卖空机制在提高股票市场流动性和价格发现功能的同时，也会带
来某些负面的影响，如在某种程度上会加速市场的下跌，并很可能成为市场操纵者的一项有效操纵手段。
渤海证券（２００６）在分析融资融券收益的同时也指出了信用交易所伴随的风险，如信用交易将会增大股市
投机气氛，使得股价更容易被操纵，尤其“在下跌的股票市场上，卖空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卖方的压力，从而
引起股票市场的进一步下跌，甚至导致股票市场的崩溃”。因此，尽管《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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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已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１日起正式施行，沪深交易所也随之出台了相关的试点实施细则，但中国证券市
场至今无法进行卖空交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层担心卖空交易会导致市场的大幅波动，从而
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虽然放开卖空限制将导致股指收益率负向偏离，但不会
加大市场的波动性，同时却可以降低市场崩溃的概率。．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目前国内对于卖空机制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定性分析，如对卖空机制利弊
的讨论以及不同卖空模式的比较等，而本文则是利用全球３７个证券市场的面板数据做了一个经验研究。

其次，现有的国外文献也主要是从个股的角度来研究卖空限制对单只股票收益特征的影响，但由于某些
影响个股的因素从整个市场层面来看已经通过组合的分散化消除掉了，卖空限制对整个市场收益分布特
征的影响显然不同于其对个股的影响，而事实上监管层更为关注的是卖空机制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本文
主要运用各国市场指数的数据从整个市场层面上展开研究，探讨卖空机制对股票指数收益率偏度、波动
性和市场崩溃概率等的影响。现有文献中与本文研究对象相类似的主要有Ｃｈａｒｏｅｎｒｏｏｋ和Ｄａｏｕｋ（２００５）
以及Ｂｒｉｓ等（２００７）。前者同样利用各个市场的指数数据对２００２年之前的全球１１１个证券市场进行了经

验研究，但本文所研究的市场、样本期间以及模型中所用到的控制变量均与其不同，经验结果也有所差
异。后者主要利用了各个市场上个股的数据对全球４６个证券市场进行了经验分析，而本文则主要从市
场层面运用市场指数的数据来展开研究。

二文献综述

就卖空机制与证券收益率偏度以及市场崩溃的关系而言，目前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尚未有一致的结

论。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７７）认为当卖空受到限制、投资者存在异质信念的情况下，那些对证券持悲观态度手中却未
持有相应证券的投资者的私有信息就无法体现在该证券的价格中。因此，即便所谓“好消息”和“坏消
息”事前的分布是对称的，但由于无法进行卖空，坏消息公布后将会对股价产生更大的冲击，导致已实现
收益率更为负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ｋｅｗｅｄ）。Ｈｏｎｇ和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３）提出的模型也同样认为当存在卖空限制时，股

票收益率分布将呈现负偏。而且由于存在卖空限制，投资者对于股票市场的不利信息由于得不到及时释
放而不断累积，直到市场开始下跌时这些不利信息的释放反而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下跌，最终酿成股灾。
但Ｃｈａｒｏｅｎｒｏｏｋ和Ｄａｏｕｋ（２００５）的经验结果却表明卖空限制对市场收益的偏度以及市场崩溃的概率并无
显著影响。Ｂｒｉｓ等（２００７）则发现允许卖空交易会使得市场收益更为负偏，但负收益率极端值的分布频数

却不会增加。ｓ娟和Ｓｉｇｕｒｄｓｓｏｎ（２００７）的经验研究则发现卖空限制会使得股票收益率正偏但并不会降低
极端负值出现的概率。
就卖空机制与市场波动性的关系而言，目前绝大多数经验研究都表明卖空交易并不会增大市场的波

动性。Ａｎｇｅｌ（１９９７）以纽约证券交易所（ＮＹＳＥ）的股票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存在报升规则的情况下，卖空
指令并不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反而常规性买卖指令形成的“助长杀跌”效应是引起证券市场波动的根
源。Ｔｈｅ

Ｃｈａｓｅ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Ｂａｎｋ（２０００）也显示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ＮＹＳＥ的卖空份额与ＮＹＳＥ综合指数之间呈

现较为相似的变动趋势，卖空交易起到了平缓股价指数剧烈波动、稳定市场运行的功效。廖士光和杨朝
军（２００５ｂ，２００５ｃ）、廖士光和张宗新（２００５）以及吴淑琨和廖士光（２００７）对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区市场的经
验分析表明，卖空机制的存在并不会加剧证券市场的波动性。Ｂｒｉｓ等（２００４）对全球４７个市场的研究以
及Ｃｈａｒｏｅｎｒｏｏｋ和Ｄａｏｕｋ（２００５）对全球１１１个市场的研究也都发现卖空交易可以显著降低市场的波动
性，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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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验研究

（一）研究假设
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以及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１：允许卖空的市场和限制卖空的市场相比较，其市场收益率分布的偏度存在差异。
假设２：放开卖空限制并不会增大市场的波动性。

假设３：放开卖空限制并不会增大市场崩溃的概率。
（二）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世界上３７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发达市场２０个，新兴市场１７个，
通过访问各国证券市场的官方网站及其他文献资料①获得其在法律上是否允许卖空和允许卖空的时间，
以及实践中是否可以卖空和可以卖空的时间的信息，具体情况见表１。从表中可以看到２０个发达市场目
前在法律上全部允许卖空，但在实践中由于受到税收等其他因素的制约，个别市场上的卖空交易并不可

行（如新西兰和西班牙）。在１７个新兴市场中，至今法律上仍不允许卖空的市场只有２个，但在实践中仍
有ｌ １个市场的卖空交易并不可行或并不普遍。

此外，已有大量文献证实期权交易（尤其是看跌期权交易）的引入标志着对卖空限制的放宽，因此，
我们同样搜集了这些市场上是否允许看跌期权交易的信息，列于表１中。从表中可以看到所有的发达市
场和１３个新兴市场存在看跌期权交易，即可以进行看跌期权交易的市场数量远多于实践中可以进行卖
空交易的市场数量。由此可见，不少国家的监管层对于股票现货市场上的卖空交易和衍生品市场上的期
权交易是持不同态度的。

为了研究卖空限制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我们选取了３７个证券市场上具有代表性的市场指数（见表
１）收益率作为整体市场收益的衡量标准，数据出自彭博资讯（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样本期间为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

到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各个国家或地区在该期间内的汇率（单位：美形本币，期末值）以及消费者价格指
数（ＣＰＩ）数据则出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月度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三）变量选取和计算
１．月收益率的计算如下：
（１）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Ｐ印）一Ｉｎ（Ｐｆ－Ｉ—１）

其中，Ｒｅｔｕｒｎ“表示ｉ国或地区第ｔ月指数的收益率，Ｐ印和Ｐ印一。分别表示ｉ国或地区第ｔ月和第ｔ一１
月末的指数值。

‘

２．月偏度指标的计算如下：
ｓｋ％ｔ

其中，波动率估计值旌ｚ

２瓦桶蚤（专≯）

’

（２）

２南互（ｒ。，ｔ—ｒ—ｉ，ｔ）２，Ｓｋｅｗ¨表示ｉ国或地区第￡月指数收益的偏度，ｒ时．ｔ

是ｉ国或地区第ｔ月第ｒ Ｅｔ的指数收益率，１．；是ｉ国或地区第ｔ月指数收益率的均值，ｎ是第ｔ月内日观测
值的个数。

①主要参考了Ｃｈａｒｏｅｎｒｏｏｋ和Ｄａｏｕｋ（２００５）以及Ｂｒｉｓ等（２００７）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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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中的“Ｙ”表示在１９９０年１月之前就可以卖空，“Ｎ”表示截止到２００７年６月均不可以卖空。

３．月波动率指标的计算如下：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ｉ．Ｉ＝玩．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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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表示ｉ国或地区第ｔ月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性，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４．市场崩溃指标的计算。定义一个代表市场崩溃的二元变量Ｃｒａｓｈ“如下：
Ｃｒａｓｈｉ。Ｉ＝１；

如果‘，ｌ＜一２ｔｒｉ．１

Ｃｒａｓｈｉ．Ｉ＝０；

如果ｒｉ．Ｉ≥一２ｔｒｊ’Ｉ

其中，盯ｉ．１＝（ｈ－‘．。一ｌ＋孑ｉ，。一２＋占ｉ，ｔ－３）／３

（４）

ｏ

５．卖空状态变量。定义一个二元变量船“（称作“卖空状态变量”），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证券市场
某一个月内投资者可以实际进行卖空或进行看跌期权交易时，取值为ｌ，否则取值为０。
６．其他控制变量。首先，Ｃｈｅｎ等（２００１）发现滞后一期的收益率可用于预测当期收益率的偏度和波
动性。因此，与Ｃｈａｒｏｅｎｒｏｏｋ和Ｄａｏｕｋ（２００５）相类似，本文在对偏度的回归模型中也引入了该变量作为控
制变量，但与他们的分析不同的是，本文在对波动性的回归模型中也引入了该变量，经验结果表明该变量
对市场波动性的确有显著的影响。其次，Ｃｈａｒｏｅｎｒｏｏｋ和Ｄａｏｕｋ在对偏度的回归模型中引入了滞后一期
的换手率作为控制变量，但其回归结果表明该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因此本文在模型选择时并未引入该
变量。再次，Ｃｈａｒｏｅｎｒｏｏｋ和Ｄａｏｕｋ在所有的回归模型中都引人了一个代表市场开放时间的哑变量，但其
大部分回归结果都表明该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加上该数据获取的困难性，因此本文在模型选择时并未

引入该变量。此外，Ｆｅｒｓｏｎ和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９３）以及Ｄｕｍａｓ和ｓｏｈｌｉｋ（１９９５）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的
指数收益率会随着其汇率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知道消费者价格指数（ＣＰＩ）等宏观经济变量也都可能影
响指数的收益率。因此，在经验研究中除了滞后的收益率外（ＬＲｅｔｕｒｎ，即Ｒｅｔｕｒｎ“一。），我们还加入了汇率

的变动率（ＲａｔｅＣｈｇｉ．。）以及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动率（ＣＰＩＣｈｇｉ。。）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以上这些指标的描述性统计量（包括均

值、标准差、极大值和极小值）如表２所示。从

表２

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中可以看到，股指月收益率（Ｒｅｔｕｒｎ）及其偏
度（Ｓｋｅｗ）和波动性（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的均值均为正，
分别为０．０１１２、０．００１２和０．０１３４；代表市场崩

溃的二元变量（Ｃｒａｓｈ）其均值为０．２７８２（小于
Ｏ．５），说明样本中发生市场崩溃的事件还是远
少于不发生市场崩溃的事件；代表卖空状态的

二元变量（Ｓｓ）其均值为０．７５４５（大于０．５），说
明样本中允许卖空的状态要多于不允许卖空的状态；汇率变动率（ＲａｔｅＣｈｇ）的均值为负（一０．００３８）而消
费者价格指数变动率（ＣＰＩＣｈｇ）的均值则为正（０．００６３）。
此外，经过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我们可知Ｒｅｔｕｒｎ、Ｓｋｅｗ、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Ｃｈｇ和ｃｐｔｃｈｇ均为平稳的面
板数据（见表３）。

表３

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说明：”’表示结果在ｌ％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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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模型的建立和回归分析
与纯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相比，面板数据能够同时从时间和截面构成的二维空间反映变量的变化特
征和规律，从而能够控制个体的异质性；能够给出更多的信息，减少回归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能够增

加自由度从而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因此，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运用了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回归过
程中对可能存在的国别异方差性（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ｅｉｔｙ）和国别自相关（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ｕ－

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做了修正ｏ
１．卖空限制对市场收益率偏度的影响。我们依表ｌ把样本分成全球市场、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三

组，然后用各市场指数收益率的月偏度数据对卖空状态变量（ｓｓ）以及其他的控制变量进行面板回归。
经检验，各分组数据的Ｈａｕｓｍａｎ统计值均无法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①因此我们采用最小二
乘法（ＬＳ）对横截面的随机效应模型（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４。
Ｓｋｅｗｉ．Ｉ＝ａｆ＋卢ｌＳＳｊ。Ｉ＋侥Ｒｅｔｕｒｎｆ，Ｉ—ｌ＋岛ＲａｔｅＣｈｇ‘。ｌ＋风ＣＰｌＣｈｇｆ．Ｉ＋ｐｉ．‘
（５）

ｉ＝１，２…．，Ⅳ；ｔ＝１，２…．，ｒ
从表４可以看到无论是对全球市场、新兴市场
表４卖空限制对股票指数收益率偏度的影响

还是发达市场检验的结果，卖空状态变量ｓｓ的回

归系数均为负值，而且对全球市场以及新兴市场的
检验结果均在ｌ％的置信水平下统计显著。这说
明无论在全球市场还是仅在新兴市场，放开卖空限

Ｓｓ

制都将导致收益负向偏离。这显然与Ｍｉｌｌｅｒ

ＬＲｅｔｕｒｎ

（１９７７）以及Ｈｏｎｇ和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３）的结论不同，但却

ｎ

ＣＰｌＣｈｇ

与前文所述的现有文献中的绝大部分经验结果相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似。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Ｍｉｌｌｅｒ以及Ｈｏｎｇ和

模型选择

Ｓｔｅｉｎ的模型都是基于市场是有效的这一假设，因

调整后的Ｒ２

此证券价格会对新信息迅速地做出反应，当存在卖

Ｆ统计值
Ｄ．Ｗ．

空限制时，那些原本无法体现在证券价格中的坏消
息一旦被公开就会立刻对股价产生较大的冲击，导

一。一

加加ｍ

ＲａｔｅＣｈｇ

一～ 一 ～ 一

５随。坻

～ 一 一僦一 一

毗摇㈨粥徽伽｜ｌ
一７随０＆●

ｉ｛ｇｊ钉孔引躬效傩稻∞ 阻∥趴铂；直，Ⅲ。

说明：“和“．分别表示结果在５％和１％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

致已实现收益率更为负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市
场（尤其是新兴市场）并非完全有效，一旦放开卖空限制市场的投机力量较大，将导致收益负向偏离。此
外，下文的研究还显示放开卖空限制并不会增加市场崩溃的概率，因此我们认为卖空交易导致股票收益
率负偏主要是通过减小收益率正的极端值出现的概率来实现的。
２．卖空限制对市场收益率波动性的影响。我们同样依表１把样本分成全球市场、新兴市场和发达市
场三组，然后用各市场指数收益率的月波动率数据对卖空状态变量（ｓｓ）以及其他的控制变量进行面板
回归。

经检验，各分组数据的Ｈａｕｓｍａｎ统计值均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我们采用似无关回归
法（ＳＵＲ）对变截距的固定效应模型（６）进行估计，回归结果的Ｄ．ｗ．统计值表明残差序列存在一定程度
的自相关，因此我们在模型（６）中又引入了因变量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的滞后一期值（Ｌ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即Ｖｏｔａｔｉｌｉｔｙ“一Ｉ），
回归结果见表５。

①因篇幅所限，有关面板回归模型的选择过程均不在文中详细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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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Ｉ＝ａ‘＋１３ｌ ＳＳｉ，；＋卢２ Ｒｅｔｕｒｎｉ．Ｉ－ｌ＋１３３ ＲａｔｅＣｈｇ‘，Ｉ＋１３，ＣＰＩＣｈｇｆ．Ｉ＋ｐｉ。Ｉ

ｉ＝１，２，…，ＪＩ、『；ｔ＝１，２…．，丁

（６）

从表５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全球市场还
表５卖空限制对股票指数收益率波动性的影响

是新兴市场检验的结果，卖空状态变量船的回
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在仅包含发达市场时，卖空
状态变量ｓｓ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值，但在１０％

的置信水平下仍不显著。可见无论在全球市场
还是仅在新兴市场，卖空限制越严格市场收益率

ｓｓ

一０．０００３‘

Ｌ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０．４９４７”。０．４２７３’。０．５７３３‘“

一０．００１５’”２．６１Ｅ一０７

ＬＲｅｔｕｒｎ

一０．００３０…一０．００６２“‘一０．００８４…

的波动性也就越高，放开卖空限制不仅不会加大

ＲａｔｅＣｈｇ

一０．００７７‘。一０．０１９０‘“０．００６４”

市场的波动程度，反而会降低市场的波动性。我

ＣＰＩＣｈｇ

０．０２８８…０．０５１２—０．００１３

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在不允许卖空的情况

２１．８８８６’‘‘２１．４３２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模型选择

下，会呈现单边运行态势，一旦市场出现严重的

固定效应检验

供求失衡，市场便会产生巨幅的振荡。市场如果

模型选择

固定效应

调整后的Ｒ２

意炒作而变得虚高时，市场中理性的投资者会及

变截距

变截距

变截距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０．６０８２

０．４０３０

０．５５１２

９３．４３４１…７８．５７４０…６９．５３０８…

Ｆ统计值
Ｄ．Ｗ．

２．０４０１

２．１００４

２．１８７７

说明：‘、‘１铂“‘分别表示结果在１０％、５％和１％的置

时察觉到这种现象，并卖空这些价格被高估的股
票，从而使得这些股票的供给量明显增加。这一

固定效应

６６．２２４０…３６．２６４８…３２．０３０３。’

引入卖空交易机制，便可以增加证券的供给弹
性。当证券价格因为投资者的过度追捧或是恶

固定效应

１２．８１５６‘’

信水平＿显著。

方面可以缓解市场上对这些股票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抑制股价泡沫的继续生成和膨胀；另一方面，也会
向其他投资者传递股价被高估的信号，促使过度高涨的证券市场重新趋于理性。此外，当这些被高估的
股票因泡沫破灭而出现价格下跌时，先前卖空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因到期交割的需要又会重新买人这些股

票，这会增加市场对这些股票的有效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托市”的作用，同时也向其他投资者传递
股价被低估的信号，促使股价回复到真实的价值水平上来，从而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效果。
３．卖空机制与市场崩溃的关系。我们同样依表ｌ把样本分成全球市场、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三组，

然后分别用代表市场崩溃的二元变量（Ｃｒａｓｈ）对卖空状态变量（豁）以及其他的控制变量进行面板ｌｏｇｉｔ
回归，结果见表６。
从表６可以看到无论是对全球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检验的结果，卖空状态变量ＳＳ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负；在仅包含发达市场时，卖空状态变量ＳＳ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值，但在１０％的置信水平下仍不显著。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在全球市场还是仅在新兴市
表６

场，卖空机制与市场崩溃的概率之间均存在负的相

卖空机制与市场崩溃的关系

关关系，放开卖空限制不仅不会增大市场崩溃的概
率，反而会降低市场崩溃的概率。
以上所有的回归结果中，对于仅包含发达市场

一Ｏ．２１６４“０．２５７１

ＳＳ

一Ｏ．１８９７‘

的检验，卖空状态变量￥的回归系数无论符号如

ＬＲｅｔｕｒｎ

—１．４６００‘“一１．０９０３‘”一１．６８４４”

何均不显著，我们认为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

ＲａｔｅＣｈｇ

面，本文的样本期间是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７年，样本
中大部分的发达市场均是在１９９０年之前就可以实
际进行卖空或进行看跌期权交易；另一方面，即便

０．４２６０

—４．９７７１”’１３．０８９１“’

ＣＰＩＣｈｇ

一３．１４９３—１０．４３１７”‘”．４２９４…

似然比统计量

２８．２７—

５１．６０…

９６．１８…

说明：‘、”和“．分别表示结果在１０％、５％和１％的
置信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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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部分发达市场是在１９９０年之后才可以进行卖空交易，其市场的成熟度也远超过样本中的新兴市
场，因此放开卖空限制这一政策的出台对市场的冲击（或影响）并不如新兴市场那么显著。而且就全球
而言，目前绝大部分的发达市场都已经允许卖空交易，需要考虑是否应该放开卖空限制的主要是新兴市

场，因此，本文的经验结论对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四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卖空机制已成为基础交易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绝大
部分发达市场都允许卖空交易，自１９９０年以来新兴市场中允许卖空交易的比例也不断提高。部分国家
的监管层之所以迟迟不敢放开对卖空交易的限制，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卖空交易可能会引起过度投

机从而导致市场的波动性加大，甚至引发市场危机。但是从本文的经验结果可以看到，虽然放开卖空限
制将导致股指收益率负向偏离，但却不会加大市场的波动性，反而会减小市场的波动程度，甚至降低市场
崩溃的概率。

就中国而言，引入卖空交易机制不仅可以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降低波动性，而且可以有效地改变
长期以来中国股市只有做多才能盈利的“单边市”格局，促使投资者由原来被迫消极地“用脚投票”转为
积极主动地进行卖空，有利于完善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也为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

开展卖空交易对于券商而言，一方面可以借此赚取相应的借券收入或服务费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卖空交
易可以活跃市场，增大交易量，从而带动证券经纪业务的发展，提升券商的盈利能力。对于其他机构投资
者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合理地运用卖空策略进行套期保值以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出借
证券获取稳定的借券收入，降低持有证券的机会成本，从而可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理念，成为整个证券市场
的稳定器。因此，引入卖空机制对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的证券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证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家数１４７７家（含Ａ、Ｂ股）总

市值１６６ ２３２．７９亿元（占年度ＧＤＰ的比重已超过７７．８％），流通市值５５ ５７２．８１亿元。可见，经过ｌＯ多
年的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尤其是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上市公司治理结

构得到极大的改善，市场上也有了一批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流通量较大、价格预期稳定、符合融资融券要
求的上市证券。而且随着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ＱＦＩＩ）的引入以及以券商和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境
内机构投资者的成长，中国市场上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也不断加强，基本上具备了从事卖空所需要的心理
素质。因此，整体而言中国股市已初步具备了引入卖空机制的现实条件。
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卖空机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证券市场带来有效性和流动性的同时也可
能给市场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在金融制度有缺陷、法规和监管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卖空机制可
能给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潜在的风险。首先，如果市场上存在着大量劣质上市公司的股票，一旦允
许卖空，投资者可以找出大量价格被高估、适合卖空的股票，这就极可能引发市场的恐慌性下跌。因此，

我们认为应当尽可能选择市盈率比较低的时候引入卖空机制，在推出的初期阶段可以参照香港特区等市
场的做法，先选择一些业绩较好、流动性较强的股票实施卖空规则，并对卖空的成交价格加以一定的限
制，防止过度的投机性卖空行为。其次。由于卖空交易采用的是保证金交易方式，操纵市场所需的实有资
金和证券数量比在现金交易方式下要小得多，这就使得市场操纵行为更容易发生。而且对于卖空交易者
而言，散布对上市公司的不利信息可以打压股价趁机获利，这又可能强化行为人散布虚假信息的动机。
因此，我们在引入卖空机制的同时一定要加强对卖空行为的监管，增加卖空交易信息的透明度，防止市场
世界经济幸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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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少数人所操纵。同时，监管部门应善于利用卖空交易的保证金比率来调控市场上的卖空活动，以达到

必要时对市场进行调节、稳定市场的目的。最后，卖空交易具有放大证券成交量的效应，证券公司为投资
者提供融券服务不仅能获得相应的融券费用还可以收取不菲的交易佣金，因此，证券公司出于自身利益

的考虑，极可能会盲目地扩张融券业务规模，其所承担的客户信用风险、资金流动性风险等也相应增大，
若管理不善，极可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在推出卖空交易机制后，证券公司也应相应地加强内
部的风险控制制度，防止信用额度过度膨胀。

总之，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信息的透明性和监管的有效性都在逐步提高。透明性的提高增
加了公众对卖空活动的了解，减少了卖空活动对股票价格的冲击；更为成熟的监管手段也增加了管理当
局监控市场的能力，有效地遏制了通过卖空的操纵行为。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蓬勃发展，卖空交易已成
为实现日趋复杂的交易策略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因此，对于广大的新兴市场而言，随着市场规模的

不断扩大以及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引入卖空交易的利明显大于弊。在建立卖空制度的过程中各国要注
意考虑本国的金融结构、市场的发达程度和实际监管水平，从而设计出最适合本国证券市场的卖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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