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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人赌性较强，这种博彩偏好是否会反映在股票市场是本文的研究主题。 

限于调查数据和交易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低股价、高的历史 日收益率和高换手率识 

别股票的彩票特性，并用 Kumar(2009)提出的低股价、高特质偏度和高特质波动率检验上 

述指标的合理性。结果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彩票偏好，但彩票偏好并无明显的 

行业聚集和个股持续现象。除了规模效应之外，彩票偏好并不为公司特征所解释，而与博 

彩行为一致 ，受到宏观经济状况的显著影响。同时，由于彩票类股票被彩票偏好投资者过 

度追逐 ，其年 收益率至少低于其他股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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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传统的金融理论假定投资者只关心投资组合的收益和风险，不存在特定的资产偏好。然而大 

量的经验证据表明，投资者具有明显的资产选择偏好行为，如本土情结(French&Poterba，1991)、 

小盘股效应 (Daniel＆ Titman，1997)、归属感投资 (Cohen，2009)、社会责任性投 资偏好 (Hong& 

Kacperczyk，2009，2011)等。这些选择偏好大多源于投资者的社会价值取向、宗教文化的影响，却 

难以从投资者 的其他社会行为中找到鲜明的证据。 

股票市场的博彩偏好当属例外。Walker(1992)从生物学、心理学、宗教信仰和社会特征等方面 

证明人们存在“以小博大”的赌博 倾向；Statman(2002)认为博彩收益和股票投资收益存在众多共 

同点，推测投资者盛行的博彩行为能反映在股票投资中；Kumar(2009)和 Bali et a1．(2011)则为投 

资者在股票投资中的彩票偏好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拟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彩票类股票偏好行为进行研究 ，主要基于以下事实 ：(1)我国居民博 

彩心理较为根深蒂固，而社会贫富差距较大、无宗教信仰约束(2)的社会现象和以小赌表征事业运 

气④的习俗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博彩偏好 。据财政部统计 ，2011年全 国共销售彩票 2215．82亿元 ， 

相较2000年的 51．69亿元销售额，增长近 43倍。从彩票销售额占 GDP的比重来看，2000年为 

0．05％ ，到 2011年跃升至 0．47％ ，中国已步人世界彩票销售大 国行列(冯百鸣，2010)。2012年 3 

郑振龙、孙清泉，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邮政编码：361005，电子信箱：zlzheng@xmH．edu．clrl。本研究得到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项目“投资者风险偏好：度量与应用”(7110112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不完全市场中相关性风险和最优组合 

研究”(710730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 目“隐含波动率的信息反映功能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71261024)的资助，特此致 

谢。特别感谢厦门大学金融系陈蓉教授的修改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 博彩指较小概率获取超额回报的游戏，主要分彩票、赌场游戏和竞猜游戏三种。除非特别指明，本文中博彩、赌博和彩票 

互用。 

② 不同宗教派别对待赌博的态度不一，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新教明文规定信徒不得从事赌博活动，而基督教的天主教允 

许教众一定形式的赌博行 为。 

③ 中国的新年赌博气氛尤为浓厚，如果新年赌博赢了，通常被认为是一年好运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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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北京师范大学公布的“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 ”结果显示 ，我 国彩民 已达 2亿多人 ，问题彩 民① 

高达 700多万，充分说明了我国居民旺盛的博彩需求。(2)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增长较快，但结构 

性失衡。据 Wind数据库统计，2011年底我国股票投资者开户数逾 2亿户，而机构平均持股比率仅 

28％ ，机构持有流通股 比率低于 50％的股票 高达 75％ 以上。(3)相较西方成熟市场 ，我 国股票市 

场存在高波动性、高市盈率和高换手率的“三高”现象，一度被吴敬琏等学者戏称为“赌市”。 

如何识别彩票类股票?我 国股票投资者是否存在博彩偏好?具有哪些特征 ?受到哪些因素影 

响?博彩偏好又将如何影响股票价格?这些是本文 的研究 主题 。由于博彩偏好无法直接观测 ，本 

文选用低股价、高的历史日收益率和高换手率三个特征识别彩票类股票，研究发现：我国股票投资 

者存在明显的博彩偏好，但并不存在行业集中现象和个股持续被划分为彩票类股票的现象；除了规 

模效应，公司特征并不能解释我国股票市场的博彩偏好；与赌博行为类似，宏观经济环境较差时，股 

票市场的博彩偏好更为突出；平均而言，我国的彩票类股票的年收益率低于其他所有股票组合至少 

5％ 。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1)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或者仅用单一指标 ，或者用无法观测 的指标来 

识别彩票类股票 ，而本文首次选用“低股价”、“高的历史 日收益率”和“高换手率”三个指标综合识 

别彩票类股票，这些指标具有易于观测与计算、刻画收益率分布的正偏性、价量结合、符合我国投资 

者行为特征和实务操作方式等优点，能更有效地识别股票的彩票特征；(2)本文较为系统地利用市 

场公开信息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的博彩偏好 ，为我国投资者的彩票偏好提供了证据，丰富了国内学 

术界对博彩偏好和我国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股票市场的理解；(3)考虑到我国股 

票市场的涨跌停板制度 ，本文采用上月 3个最大 日收益率平均值作为历史 日最大收益率的数值 ，这 

样考虑 了中国交易制度的特殊之处 ，能够更合理地刻画股票的彩票性质。 

全文共分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样本数据 

与实证指标；第四部分从理论和实证论证本文所选的“低股价”、“高的历史 日收益率”和“高换手 

率”指标的合理性；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最后是全文的结论和进一步研究。 

二 、文献综述 

Statman(2002)最早指出彩票行为和股票频繁交易的共同点 ：考虑交易成本后 ，股票频 繁交 易 

行为和博彩行为都属于负和游戏 ，这一特征在 Barber&Odean(2000)中得 到了证 实。然而 ，正如 

Kumar(2009)所指 出的，尽管投资者的博彩偏好很容易被感受到 ，但博彩驱动投资 的实际证据却很 

难搜集：一是投资者的博彩偏好和组合决策不可观测；二是难 以准确界定彩票类股票。Kumar 

(2009)利用投资者的社会经济特征直接刻画博彩倾向，并利用低股价、高特质偏度和高特质波动 

率识别彩票类股票，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低、较为贫穷、拥有天主教信仰、年轻的单身男性有较强 

烈的博彩倾向；宗教信仰是影 响投资者博彩偏好 的重要因素 ；相较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偏好彩 

票类股票 ；类似彩票需求 ，彩票类股票需求在经济恶化 时上升 ；彩票类股票平均收益为负。Kumar 

et a1．(2011)进一步通过天主教与新教比率刻画投资者的博彩倾向，系统地研究了彩票偏好对投资 

决策 、公 司决策和股票收益的影响。 

受投资者交易数据所限，不少同类研究并不直接刻画投资者的博彩倾向，而利用收益率数据间 

接地研究彩票类偏好行为。如 Bali et a1．(2011)利用过去一个月的最大13收益率刻画股票的彩票 

特性 ；Mitton& Vorkink(2007)认为特质偏度能刻画彩票特性 ；此外 ，Boyer et a1．(2010)关于预期特 

① 指买彩票上瘾的彩民。据调查，我国的问题彩民主要出现在 18岁到45岁问，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较低 ，男性彩 

民更易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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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偏度的研究，以及 Boyer＆Vorkink(2011)关于事前偏度的研究都表明博彩偏好将获得负的风险 

溢酬。 

针对博彩偏好获得负的风险溢酬 ，部分学者在行为金融的框架下，结合股票投资和彩票投资的 

收益分布特性 ，从投资者行为偏差视角予以理论解释。Brunnermeier et a1．(2007)指 出过度 自信导 

致投资者主观概率偏离客观概率 ，过于重视收益分布的尾部特征。Barberis＆Huang(2008)在 累积 

前景理论的框架下，认为投资者会对资产收益分布的尾部赋予较高的概率加权。这些研究都认为 

投资者会高估 巨额回报 的概率 ，存在博彩偏好 ，持有彩票类股票能提高其预期效用 ，并愿意为彩票 

类股票支付较高的价格，从而导致博彩偏好的风险溢酬为负。 

综合已有文献 ，不难发现，在识别彩票类股票的研究方面存在 以下不足 ：(1)除 Kumar(2009) 

外 ，其他研究均采用单一指标识别股票的彩票特征 ，可能造成彩票类股票 的识别不 当；(2)除 Bali et 

a1．(2011)采用的指标易于观测外 ，其他研究均有采用特质偏度指标 ，而正如 Kumar(2009)指 出，个 

人投资者不太可能利用公式计算特质偏度来识别股票的彩票特性 ，而倾 向于简单地外推股票过去 

的表现；(3)仅仅基于收益率的指标不完全符合投资者的行为特征，投资者一般倾向于综合价量信 

息进行投资。因此，我们认为股票的彩票特性的识别指标应满足三点要求：(1)易于观测与计算； 

(2)能刻画收益率分布的正偏性；(3)符合投资者行为特征，应综合价量信息。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提 出了新的识别彩票类股票的三个指标 ，研究我国股票投资者的博彩偏好行为。 

三 、研究思路 、样本数据与实证指标 

(一 )基本研究思路 

从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到，股票市场博彩偏好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选取合适的指标来 

刻画投资者的博彩偏好。博彩偏好行为本身不可直接观测，且缺乏相应的调查数据和投资者交易 

记录，直接采用投资者的社会经济特征来刻画其彩票类偏好是相当困难的。郑振龙(2009，2012) 

认为金融资产价格是市场无数投资者决策的最终结果 ，本身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信息 ，而交易量指标 

则在技术分析和日常股市分析中广泛运用。换言之，如果提炼得当，我们可以用股票市场的价量信 

息来捕捉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和决策方式 ，包括博彩偏好。因此 ，本文采用股票市场的公开价量信息 

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博彩偏好行为进行研究。① 

简要地说，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是：首先，我们提出用“低股价”、“高的历史Et收益率”和“高换 

手率”作为识别彩票类股票 的三个指标 ，并从理论上 和实证上充分论证这三个指标 的合理性 ；其 

次，用上述三个指标将彩票类股票和其他股票区分开来，通过对比不同类别股票的行业特征、公司 

特征和个股归属 ，初步考察我国股市博彩偏好 的基本特征；接下来 ，我们用组合对 比和因子分析的 

方式，构建了公司特征因子、彩票因子和宏观经济因子，更为深入地研究我国股市博彩偏好的影响 

因素 ；然后 ，本文选用 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作为基准定价模型考察彩票类股票组合 的收益表 

现，具体研究两个问题：我国的彩票类股票组合收益率是否能被三因子模型较好地刻画；在中国股 

市上，投资于彩票类股票能否获得正的超额收益率；最后，通过更换指标计算方式等 3组稳健性检 

验对本文的结论加 以验证。 

(二 )样本选取 

① 由于本文的研究视角为利用股票自身的价量等公开的市场信息来研究博彩投资偏好，且有较多研究表明，我国机构投资 

者同个人投资者一样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行为，因此，本文暂不区分我国股票市场不同类别投资者的博彩偏好行为。显然，另一个 

可能的研究视角是获得非公开信息，对投资者账户加以区分，分别针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进行博彩偏好的研究 ，这将是一 

个非常有趣 和有价值 的课题 ，值得下一步研究。感谢匿名审稿 人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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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股票市场 自1996年 l2月 16日以来实行涨跌停板制度 ，为了避免市场制度变迁对研究结 

论产生影响 ，本文选择的样本为 1997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月 31 13的所有 A股股票。所用数 

据均来自万德数据库(Wind)和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RESSET)。其中，股票的日(月)价格信息、 

流通市值 、市净率 、交易额 、交易量等后复权数据来源于 Wind，中国股票市场的流通市值加权三 因 

子数据、无风险利率数据来源于 RESSET。所选用宏观经济指标源于 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考虑 

研究需要 ，样本期剔除创业板股票、ST或 PT股票 、交易月份不足 6个月的股票 ，以及所有股票上市 

首 日的观测值①，共计 1814只样本 A股。 

(三)组合构造 

本文用“低股价”、“高的历史 日收益率”和“高换手率”作为识别彩票类股票的三个指标 。② 其 

中，考虑到中国股市存在 10％的涨跌停限制，我们用“过去一月 3个最大 日收益率的平均值”作为 

“历史最大日收益率”，以尽可能地减轻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③ 

具体而言，借鉴 Kumar(2009)的做法，我们将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股票划分为“彩票类股 

票”：价格低于样本 50％分位、历史最大日收益率高于50％分位和换手率高于 50％分位。为对比 

研究 ，本文界定 ，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股票划分为“非彩票类股票”：价格高于 50％分位 、历史 

最大 日收益率低于50％分位和换手率低于 50％分位 。而未能被归人前两类 的股票划分为“其他股 

票”。 

在组合构造时 ，我们按照上月最后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 、上月 3个最大 日收益率的平均值和上月 

的换手率将股票分为“彩票类股票”、“非彩票类股票”和“其他股票”，每月更新组合。考虑到计算 

特质波动率和特质偏度等指标的需要，本文的组合构建从 1997年3月开始，每个月更新组合，共形 

成 178个月度观测 。 

(四)实证指标 

在实证研究部分 ，本文用到的一些因子和指标包括 ： 

1．规模因子和账面市值比因子。考虑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并未全流通，本文用个股 i在第 t月 

的流通市值代表公司规模，而账面市值比则由个股 i在第 t月的市净率的倒数计算得到。 

2．非流动性因子。本文采用 Amihud(2002)提出的非流动性指标，即个股 日收益率绝对值与 

El交易额的比值在月内的加权值。 

3．波动率指标。本文涉及两个波动率指标 ：总波动率和特质波动率。波动率指标的计算涉及 

两个问题 ：一是期限长度，不同研究者所选期间的长度不同 ，如 Bali et a1．(2011)为 1个月，Boyer et 

a1．(2010)为5年，而 Kumar(2009)则选择 6个月。考虑到国内样本期不长，而部分股票单月交易 

天数又偏少，故本文选取 3个月数据计算波动率指标，以保证至少 50个样本；二是估计特质波动率 

的基准模型的选择，已有文献所选基准模型未能统一，如 Bali et a1．(2011)采用 CAPM模型，Kumar 

(2009)使用 Fama·French三因子加上动量因子的四因子模型，Boyer et a1．(2010)和 Ang et a1． 

(2006)则选用三因子模型。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普遍发现在 中国市场上 CAPM模型并不适用 ， 

① 直觉上说，我国彩票类股票偏好在ST／PT类股票上和上市或复牌首 日会特别明显。然而，国内 ST／PT股票大多经过 ST／ 

PT／ ST等上市状态更换，不同上市状态的交易规则不同。新股上市的彩票性质也较为明显，Green＆Huang(2012)有专门研究。 

但新股的彩票性质和新股的定价有很大关系，且新股上市首日不限涨跌幅，本文不予考虑，但可作为进一步研究对象。 

② 具体理由将在第三部分专门讨论和验证。 

③ 样本期间，单只个股平均触及涨停板次数最多的为2000年 2月、1999年6月和2008年 9月，约 1．3只个股月内有一次涨 

停；年度平均而言，2007年个股平均触及涨停次数最多，约3．67只个股月内涨停一次；月度平均而言，1月个股触及涨停板次数最 

多，约 17．85只个股涨停一次。月内总涨停次数超过500的仅 13个月，多集中在2006年至 2008年间，2008年 9月涨幅超过 10％ 

的次数最多，达 1074次。综合比较单月个股平均涨停次数最多和总涨停次数最多的月份，个股月内涨停次数超过三次的仅不足 

10只，连续多个交易 13涨停的个股占比较小，因此本文选用上月3次最大平均值作为历史最高 日收益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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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四因子模型的研究则在动量期限上存在不同结论。相较而言，现有研究较为肯定三因子模 

型的适用性 ，故本文选用三因子模型为基准定价模型。这样 ，股票 i在第 t月的特质波动率 由第 t一 

2月至第 t月的个股收益率数据的三因子模型拟合的回归残差计算得到。 

4．偏度指标。本文涉及到三个偏度指标 ：总偏度 、系统偏度 和特质偏度。与总波动率计算类 

似 ，股票 i在第 t月的总偏度 由第 t一2月至第 t月的个股超额收益率 的三阶矩估计获得。而股票 i 

在第 t月的系统偏度和特质偏度则借鉴 Harvey＆Siddique(2000)的方法，采用第 t一2月至第 t月 

三个月的 日收益率数据拟合得到。 

5．宏观经济因子。本文选用的宏观经济指标主要分为三类：经济增长因子、通货膨胀类因子 

和预期指标。其中，我们直接采用消费者信心指数(CCI)测度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预 

期和信心。鉴于国内宏观经济数据统计期限较短 ，且一些重要的宏 观经济指标(如 GDP、消费、就 

业等)仅公布季度数据，故本文借鉴蒋禹(2010)的研究，采用主成分方法，分别选择工业产品增加 

值(Gi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RC)和 出口总额(EX)指标 3个代表经济增长的指标提取经济增 

长因子 ，选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和原材料 

购进价格指数(RMPPI)4个代表物价变动的指数提取通货膨胀因子。经主成分提取后，经济增长 

因子解释能力高达99．93％，而物价指标提取的通胀因子解释能力达 87．71％。 

四、彩票类股票识别指标的选取 

如前所述，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就是采用股票市场的公开价量信息研究我国股票市场的博彩 

偏好行为。具体来说，就是用“低股价”、“高的历史13收益率”和“高换手率”作为识别彩票类股票 

的三个指标 ，这是本文的研究基础 。因而 ，在开展深入研究之前 ，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论证 

这三个指标选取的合理性。 

(一 )理论分析 

这三个指标源于 Kumar(2009)所提出的彩票类股票“低股价”、“高特质偏度”和“高特质波动 

率”特征。Kumar提出的这三个特征显然符合人们的经济直觉：类似于彩票 的以小博大性质 ，有博 

彩倾向的投资者往往偏爱便宜的赌博 ，倾 向于寻找低价股；高的特质偏度意味着人们预测该股票大 

涨的概率较高，而高的特质波动率则说明该股股性活跃，显然都符合博彩投资者的口味。从文献综 

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也都基本支持并采用了Kumar提出的这些特征。 

然而，本文的指标选取与现有文献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与不少文献仅选用单指标刻画彩票 

类股票不同，本文与 Kumar(2009)一样选取多指标来识别彩票类股票，这样各指标之间可互为补 

充 ，以免单指标有失偏颇 ；第 二，与 Kumar(2009)不同 ，本文用“历史 最大 日收益率 ”代替“特质偏 

度”，用“高换手率”代替“高特质波动率”。其基本逻辑为 ： 

其一 ，总体而言 ，博彩投资者属于非理性投资者或是噪声交易者 ，此类投资者更多地“跟着感 

觉走”，倾向于凭借直觉利用简单易行的可观测指标来识别股票的彩票特性。特别在中国市场上， 

“特质偏度”和“特质波动率”显然偏学术化和不可观测，改用可观测且相关的代理指标，可能更符 

合中国市场和投资者的现状。 

其二，从经济直觉上说，“高特质偏度”意味着人们预测该股票大涨的概率较高(即“正偏”)， 

而 “高的历史 日收益率”正是这一正偏性质 的直接表征。因为博彩投资者往往倾 向于用 “简单外 

推法”推断股价的未来走势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暴涨 的股票很容易给予投资者想象空间，令其预期 

该股未来更可能大涨(相比其他股票)，Bali et a1．(2011)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指标的选择。但与 

Bali et a1．(2011)采用“过去一月最高日收益率”不同，本文采用“过去一月 3个最大日收益率的平 

均值”作为“历史最大 日收益率”，以尽可能地减轻我国股市涨跌停板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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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中国，“高换手率”几乎就是股性活跃的代名词，用其作为“高特质波动率”的代理指标 

也是符合经济直觉的。另外，换手率是价量结合的指标，引入换手率，比仅采用价格指标更能充分 

地利用市场的公开信息 ，Brandt et a1．(2010)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 

总之 ，本文选取的三个指标 ，比单一指标能更全面地捕捉彩票类股票 的特性 ，是 Kumar(2009) 

三特征的可观测版本 ，符合经济直觉、中国投资者行为方式和 中国市场制度 ，并且 已有一些研究支 

持这些指标 。从理论上说 ，这三个指标是合理的。 

(二)实证分析 

在实证层面，我们主要从两个角度验证上述三个指标的合理性：第一，考察“历史最大 日收益 

率”和“换手率”是否“特质偏度”和“特质波动率”的良好代理指标 ，这主要通过时间序列回归进行 

信息包含分析；第二 ，在第一步之后 ，还要进一步检验 “股价”、“历史最高 日收益率 ”和“换手率”是 

否能被公 司特征指标所解释，即是否存在一些公司特征能替换这些识别指标 ，这主要通过横截面回 

归进行检验。如果“历史最大13收益率”与“特质偏度”之间、“换手率”和“特质波动率”之间均显 

著相关，而这三大指标又并非其他公司特征的体现，那么，用“高的历史日收益率”和“高换手率”代 

替“高特质偏度”和“高特质波动率”，再加上“低股价”指标来识别彩票类股票就是合理的。 

1．信息包含分析 

我们首先采用信息包含分析法①检验“历史最大 日收益率”与“特质偏度”之间、“换手率”和 

“特质波动率”之 间的信息包含关系。简单地说 ，就是对两个指标之间进行时间序列 回归 ，考察某 

一 指标对另一指标的解释能力 ，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历史最大 日收益率和换手率的信息包含检验 

"dioskewt=Ol+t3·Maxy + ‘ Idiovolf "4-卢。Turnovert 4- f 

彩票类 非彩票类 其他 全样本 彩票类 非彩票类 其他 全样本 

ot 0．0082 0．0068 0．0074 0．0075 0．0153 0．0120 O．0125 0．0132 

(9．50) (10．97) (10．33) (8．79) (26．89) (26．99) (25．01) (22．31) 

0．0028 0．0025 0．0028 0．0027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16．88) (16．47) (17．21) (14．34) (14．08) (12．27) (15．35) (11．35) 

调整 R 0．6l60 0．6042 0．6251 0．5924 0．5272 0．4579 0．5700 0．5312 

注 ：Maxy、Turnover、ldioskew和 Idiovo1分别表不股票组合的(流通 市值 加权 )过去一月 3个最大 日收益率的平 均值、过去一月换 

手率、特质偏度和特质波动率；括号内为估计量的Newey—West调整 t值。 

从表 1可以看出，无论全样本还是各类股票 ，“历史最大 日收益率 ”和“换手率”均能较好地解 

释“特质偏度”和“特质波动率”的变动 ，显著为正的一元 回归相关系数表明了显著的正相关性 ，表 

明“历史最大日收益率”和“换手率”是“特质偏度”和“特质波动率”的有效代理指标，从而证实了 

本文采用这两个代理指标的合理性 。② 

考虑到信息包含分析方法本身可能存在识别不当问题，本文又分别按照本文和Kurnar所选用 

的指标逐月识别不同类股票；再逐月计算两种分组一致的股票占本文所选指标相应的分组股票数 

的比率 ，即重合度 ；最后 ，从时间序列上检验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 ，各组的重合度与 90％不存在 

显著差异。这从非参的角度进一步保证了本文所选指标 的合理性。 

2．横截面回归 

① 信息包含法在比较两个指标的信息含量时应用较多，如隐含波动率、GARCH波动率和已实现波动率等的比较。 

② 表 1中时间序列回归的 并不太高，这本身与特质偏度和特质波动率的计算有关。同时，Kumar的特征偏度和特质波动 

率指标具有实务操作的困难，故仅作为一种参考。在这里，不宜过度追求回归系数度量指标问信息解释能力和代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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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考虑，“股价”、“历史最高 日收益率”和“换手率”这三个指标是否与上市公 司的公 

司特征有关?也就是说 ，博彩投资者在寻找彩票型股票的时候 ，其本质是在寻找特定的上市公司特 

征呢，还是寻找股票 自身的彩票特征?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分别以“股价”、“历史最大日收益率”和“换手率”为因变量，以各个 

公司特征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横截面回归，研究发现：股价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对数流通市值、账面 

市值 比和非流动性因子的回归 最大 ，为 0．1029，在加入 市值 beta、规模 beta和账面市值 比 beta 

后，调整 R 仅变动为0．1412。总体而言，公司特征对股票的彩票特征的解释能力较为缺乏，说明股 

票的彩票特征并不能理解为公司特征的代理 。 

这样，从理论和实证层面上，我们充分论证了在我国股市上，“低股价”、“高的历史13收益率” 

和“高换手率”是刻画股票的彩票特性 的良好指标，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 

五、我国股市博彩偏好的实证研究 

(一)我国股市彩票类股票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首先对“彩票类股票 ”、“非彩票类股票”和“其他股票”进行 比较 ，分析彩 

票类股票是否具有一定的行业特征、公司特征和个股归属特性 ，以初步考察我国股市博彩偏好的基 

本规律 。 

1．行业集 中特征分析 

Kumar(2009)的研究表明美国市场的彩票类股票存在明显的行业集中现象，我国股市是否有 

类似的现象?表2报告了全样本和三类股票的行业集中情况。可以看出，在分类前后，制造业都占 

绝对 比重 ，房地产业与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居其次 。也就是说 ，在分类前后 ，行业集中情况的变化并 

不明显，我国股市的彩票类股票并不存在明显的行业集中现象。 

表 2 股票的行业集中情况 

非彩 非彩 行业 未分 类 彩票类 其他 行业 未分 类 彩票类 其他 

票类 票类 

制造业 52．72 56．96 45．23 52．58 社会服务业 3．37 3．72 3．38 3．25 

房地产 业 9．92 1O．17 9．57 9．77 采掘业 2．48 2．15 2．33 2．53 

批发和零 售贸易业 8．11 6．35 1O．91 7．78 农 、林 、牧 、渔业 1．86 2．83 0．67 1．89 

电力、煤 气及 水 的生 产 
4．99 4．17 6．38 4．79 金 融、保 险业 1．72 1．49 1．97 1．69 和供 应业 

信息技术业 4．47 3．43 5．54 4．37 建筑业 1．58 1．73 0．93 1．66 

交通运输、仓储 业 3．86 3．09 3．79 3．97 传播与文化产业 1．10 0．77 1．46 1．O8 

综合类 3．8O 2．O2 6．72 3．53 

注 ：行业 分类遵 照证监会 门类行业划分 ；上述数据均为 百分 百数据 。 

2．公司特征分析 

表 3报告 了“彩票类股票”、“非彩票类股票”和“其他股票”的公 司基本特征差异。 

首先可以看到，从股票数量来说 ，彩票类和非彩票类股票 占全部股票的比重相 当，均为 14％ ； 

其次，根据我们的划分标准，在三类股票中，彩票类股票体现出最低的平均股价(14．41)，最高 

的历史最高 13收益率(5．42％ )和最高的换手率(65．89％ )，非彩票类股票则具有相反 的特性 ，平均 

股价最高、历史最高13收益率和换手率均为最低，而其他股票的特征则较为折中； 

第三，从波动率和偏度指标来看，在三类股票中，彩票类股票的平均总波动率(3．15％)、月特 

质波动率(2．22％)、月总偏度(0．2409)和月特质偏度(6．1358)都是最高的，而非彩票类股票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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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特征都是最低的，这说明，与美国股市一样 ，中国股市也存在博彩偏好行为； 

第四，平均而言，彩票类股票具有较小的公 司规模 (12．02×10。元)、较高 的账面市值 比 

(0．3257)、较低 的非流动性因子 (19．06×10。，即较高的流动性 )。同时 ，彩票类股票风险较大，具 

有较高的市场系统性 beta(1．0908)、规模 Beta(0．5668)和账面市值比 Beta(0．2187)。由于此处仅 

为简单 的组合对 比统计 ，彩票类股票是否受到公司特征的显著影响，我们将在下文深入考察。 

表 3 彩票类股票的基本特征 

指标 彩 票类 非彩票类 其他 指标 彩票类 非彩 票类 其他 

股票 比例 (％ ) 14．15 14．49 71．36 股 票价 格(元 ) 14．41 545．96 274．52 

公司规模(元) 12．O2 44．01 27．71 最 高 日收益率(％ ) 5．42 3．75 4．12 

账面市值 比 0．3257 0．2862 0．3206 月换 手率(％ ) 65．89 23．77 37．39 

非流动性 因子 19．O6 21．27 19．98 月 总波动率(％) 3．15 2．39 2．77 

市场 beta 1．09O8 0．9345 1．0231 月特质 波动率(％) 2．22 1．62 1．90 

规模 beta 0．5668 —0．1 844 0．0557 月 总偏度 0．2409 0．2265 O．2342 

账 面市值 比 beta O．2l87 —0．1514 0．0496 月 系统性偏度 一1．1038 0．4670 —0．1325 

月特质偏度 6．1358 —1．2821 1．2685 

注 ：所有数据来 自wind和锐思数据库 ，价格信息为复权后行情信息 。上述股票 比例 为每个月组 内 比例在时 间序列平均值 ，公 

司规模为组合平均值的时间序列平均，其余指标由每期组合内流通市值加权，时间序列上平均得到。公司规模和非流动性因子数 

量级均为 X10。。 

3．个股归属分析 

所谓个股归属分析，就是考察在我国股市上，是否存在个股被持续识别为彩票类股票的现象。 

表4统计了样本内个股在时问序列上被划分为不同类别股票的基本情况。从数量来看，在 1814只 

样本股中，有 1462只股票曾被归为彩票类，1119只股票曾被归为非彩票类，1813只股票曾被分为 

其他类。从样本期内的月份占比来看，彩票类股票的占比平均 18．55％，最高 50％，最低 0．56％。 

即在全部 的 178个样 本月份 中，同一个股 票被归为彩 票类股 票 的次数 ，平 均为 33次 (=178× 

18．55％)，最高为 89次(=178×50％)，最低为 1次(=178×0．56％ )。而被划分为其他类股票的 

平均次数最多(=178×72．72％ =129次)。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上不存在被长期归人彩票类股 

票的个股 ，博彩投资者的偏好和看法变化较大。 

表4 个股的股票分类统计 

统计量 股票数 平均 标 准差 最高 最低 

彩票类 1462 18．55％ 11．O6％ 5O．O0％ 0．56％ 

非彩票类 1119 20．04％ 16．01％ 100．0O％ 0．37％ 

其他 18l3 72．72％ 11．38％ 100．0O％ 31．37％ 

注：样本个股共 1814只。最低、最高、平均和标准差统计个股在样本期内被划分为不同组的月份占比，仅统计被分的类别占 

比。比如，某单只股票曾被分为彩票类和非彩票类，仅统计该股票的两类分组的概率。 

总之，我们的初步研究发现，相较 Kumar(2009)对美国股票市场的研究，我国股市也存在博彩 

偏好现象 ，但我国股市的博彩偏好并无明显的行业集 中现象 ，且不存在个股被长期划分为彩票类股 

票的现象，这与我国股市的投资心态不稳定和跟风严重不无关系。 

(二)我国股市博彩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这一部分，我们深入考察中国股市博彩偏好的影响因素。借鉴 Bali et a1．(2011)的研究思 

路，我们将可能影响博彩偏好的因素分为三类：公司特征因子、彩票因子和宏观经济因子。 

首先，从前文可以看到，在第4部分中，当我们以“股价”、“历史最大 日收益率”和“换手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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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以各个公司特征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横截面回归时，模型的拟合度并不高，说明这三个彩 

票特征并非公司特征的代理 ；但在第 5部分的公司特征分析当中，我们又可以粗略看出彩票类股票 

组合具有一些共同的公司特征。我们认为，公司特征可能是影响博彩偏好的因素但并非全部 ，因此 

有必要构建公司特征因子进行深人分析。 

其次，借鉴 Bali et a1．(2011)，我们将 Kumar(2009)提出的特质偏度和特质波动率指标作为彩 

票因子，引入彩票类偏好影响因素的研究当中，这样做有助于将特质偏度和特质波动率与公司的其 

他特征区分开来 ，更细致地考察博彩偏好的影响因素 。 

第三，博彩偏好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在 Kumar(2009)的研究中得到证实，我们也选用已提取的 

通胀因子、经济增长因子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研究宏观经济因子对我国股市博彩偏好的影响。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与 Bali et a1．(2011)利用“历史最大日收益率”构建 1O个组合进行研究 

不同，本文由于采用多指标分组，使用的是对三类股票进行对比回归的方法，具体分为“彩票类股 

票”对“非彩票类股票”以及“彩票类股票 ”对“其他股票”两组。做法是 ：将两类股票在每个月 的所 

有组合平均指标相减，然后分别以“股价差值”、“历史最大 日收益率差值”和“换手率差值”对公司 

特征因子差值 、彩票因子差值和宏观经济因子进行时问序列回归 ，以考察 博彩偏好是否受到上述因 

素的影响。表 5报告了 “彩票类 股票”对“非彩票类股票”，利用股价差值作为因变量的对 比回归 

分析结果。① 

从表5可以看出，当以公司特征因子作为回归元时，仅有“规模差值”对“股价差值”和“历史最 

高日收益率差值”存在解释能力，表明我国股市的博彩偏好中的确存在小市值效应，博彩投资者偏 

好小盘股，但市值 beta并不显著。在换手率差值的回归中，显著影响换手率的公司特征相对较多 

(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非流动性和规模 beta均显著)，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换手率本身就蕴含着丰 

富的多重信息 ，例如经常被作为流动性指标 。由于本文是同时用三个指标来刻画彩票类股票 的特 

征，因此总体来看，规模是影响我国股市博彩偏好的主要公司特征。从表 5的最后一列可以看出， 

在加入彩票因子和宏观经济因子的全部回归中，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当以彩票因子作为回归元时，特质波动率均能显著地影响彩票类股票的三个指标，但在加入公 

司特征变量后，回归系数的显著程度有所削弱，表明特质波动率和公司特征变量 ，如规模，存在一定 

的信息重叠。和表 2的结论一致，历史最大 日收益率与特质偏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当以宏观因子作为回归元时，我们发现信心因子和增长因子能显著地影响三个指标。当经济 

不景气时，人们对经济增长信心不足 ，投资者倾 向于博彩偏好 ，追逐低价格 、高历史收益率 、高换手 

率的彩票类股票。我们也发现，这种博彩行为并不受 通胀 因素的影响。这与经济直觉符合 ，也和 

Kumar(2009)等人 的研究结论一致。 

上述研究表明，在我国股市博彩投资者的偏好选择中，公司规模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子，博彩 

偏好中的小盘股现象突出。同时，投资者的博彩偏好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当宏观经济增长放缓， 

人们对实体经济预期恶化，信心不足时，投资者倾向于追逐彩票类股票。 

(三)我国股市彩票类股票组合的收益表现 

在这个部分 ，我们选用 Fama—French三 因子模型作为基准定价模型来考察我国股票市场上彩 

票类股票组合的相对收益表现，具体研究两个问题：我国的彩票类股票组合收益率是否能被三因子 

模型较好地刻画；在中国股市上，投资于彩票类股票能否获得正的超额收益率。 

① 彩票类对非彩票类对比，历史最大日收益率差值和换手率差值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及彩票类对其他股票的三个指标 

差值回归结果与彩票类对非彩票类，股价差值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类似，为节省篇幅，此处暂不列出。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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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彩票类股票对非彩票类股票的对比分析 

股价差值 

一 369．65 一361．43 1691．49 一386．43 362．64 292．21 

截距项 (
一 13．84) (一19．81) (4．80) (一13．70) (0．89) (0．69) 

一 222．88 一167．64 一l94．93 一152．46 

规模 差值 (
一 5．50) (一3．24) (一4．51) (一2．91) 

一 119．91 198．12 一22．75 223．8O 

账面市值 比差值 (
一 0．42) (0．57) (一0．08) (0．65) 

一 O．12 一0．16 一0．11 一0．13 

非流动性差值 (
一 0．71) (一0．93) (一0．64) (一0．77) 

114．12 85．O9 1O1．82 83．57 

市值 beta差值 (
0．97) (0．72) (0．86) (0．70) 

一 35．77 一45．58 一26．78 一35．41 

规模 beta差值 (
一 1．I7) (一1．48) (一0．87) (一1．13) 

一 11．71 一12．09 一6．91 一7．88 

账面 市值 比 beta差值 
(一0．37) (一0．39) (一0．22) (一0．25) 

一 0．12 一0．13 一0．17 

特质偏度差值 (
一 0．73) (一0．77) (一1．01) 

31405．87 16282．94 13080．19 
特质波动率差值 (

7．36) (1．70) (1．34) 

l7．95 6．64 6．13 

信心 因子 (
5．54) (3．80) (3．62) 

3．19 —．0．94 一1．41 

通胀 因子 
(0．25) (--0．08) (一0．12) 

9．63 l1．25 11．48 

增 长因子 (
4．76) (4．95) (4．97) 

调整 R 0．2468 0．2282 0．3377 0．3538 0．4520 0．5564 

注 ：括 号内为经 Newey-West调整的 t值。 

表6报告了三类股票组合的原始月收益率均值和标准差，以及 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的回 

归结果。可 以看出，三因子模型可 以较好地刻画我国彩票类股票组合的收益率。更重要的是 ，无论 

是原始收益率数据，还是控制了三因子影响之后的截距项数据，结果是一致的：与“非彩票类股票” 

和“其他股票”相 比，在 中国股市上投资于“彩票类股票”的相对收益显著为负：“彩票类股票”组合 

的月原始收益率较“非彩票类”组合低 0．6860％，风险调整收益率低 0．5269％ ，较“其他股票”组合 

的月原始收益率低 0．5963％，风险调整收益率低0．4305％。无论采用何种基准，何种表现测度，平 

均而言，彩票类组合的年收益率比其他所有股票组合至少低 5％。总之，在中国股票市场上进行博 

彩型的投资只能得到负的风险回报。 

这一结论与金融理论和国外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在博彩投资中，投资者倾向于过度自信，高估 

股票超额报酬的概率 ，追逐有彩票特性的股票 ，倾 向于支付过高 的价格 ，从 而只能承担 负的风险溢 

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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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类股票组合的收益表现 

市场 规模 账面市值 比 
组合 均值 标准差 截矩 调 整 R 

beta beta beta 

0．0306 1．1687 0．9899 0．0732 

彩 票类 (L) 0．4l74 O．1173 0．9709 (
17．16) (58．34) (19．57) (1．17) 

0．0037 O．9619 0．2969 一O．1794 

非彩票 类(nL) 1．1034 0．0914 0．9431 (2
． 31) (42．64) (3．95) (一2．22) 

0．0002 1．O335 0．6628 0．0086 

其他(O) 1．0137 0．0999 0．9826 (
0．17) (77．74) (15．86) (0．20) 

一 0．6860 —0．5269 0．2068 0．6930 0．2526 
L．NL 0．0607 0．7245 

(一11．15) (一14．09) (8．25) (10．36) (2．61) 

— 0．5963 —0．4305 0．1352 0．327l 0．0647 
L．0 0．0244 0．5727 

(一18．64) (一17．37) (8．03) (10．98) (1．56) 

注 ：除均值列 的括号为独立样本均值 检验 t值 ，其余 括号 为 Newey—west调整 t值 。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低股价”、“高的历史 Et收益率”和“高换手率 ”刻画股票 的彩票特性 ，研究了我国股 

票市场的彩票偏好特征 、彩票偏好的影响因素以及彩票类股票的综合表现。为检验结论是否可信 ，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稳健性分析。① 

1．历史最大 日收益率指标的构建及分组指标百分位的选取 

由于考虑到涨跌停板的影响，前文选用上一月内的3个最大 日收益率的平均值作为历史最大 

日收益率指标。事实上 ，在样本期 内，除 了 2007年和 2008年 (尤其是 2008年 4月、9月和 1O月) 

触及涨停板的次数较多外，其余年份的涨停次数并不多。而且，本文在应用“历史最高 日收益率” 

数据时，侧重于按照百分位数分组，而非定价，故我们认为历史最高 日收益率的指标构造对结论影 

响不大。在分组指标百分位的选取上 ，我们重新采用了两种方案，一是对个股的分组指标按 1％和 

99％进行横截面上的缩减，减少异常值对分组的影响；二是选用 33％和67％作为彩票类和非彩票 

类的划分标准，发现本文结论基本不受影响。 

2．各类股票组内指标的构建 

上文所选用的组合指标，均按个股指标进行流通市值加权平均得到。事实上，部分指标采用流 

通市值加权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 ，当一些指标与流通市值正向相关时 ，再采用流通市值加权构造组 

合指标，势必使得组合指标相较个股指标被放大，而从研究的角度又很难评判其合理性。因此，我 

们选用简单平均的方式重新构造指标，发现结论并无大的差异。 

3．个股 beta与组合 beta 

在进行三个彩票指标的合理性研究和基本特征描述时，我们通过时问序列回归得到个股的市 

场 beta、规模 beta和账面市值比beta，但在横截面研究和构造组合指标时，采用个股的 beta值可能 

引起变量内误差 (Error in Variable)的问题。针对个股还是组合进行横截面 回归 ，众多学者莫衷一 

是 ，Fama& MacBeth(1973)和 Fama&French(1993)等是针对组合进行横截 面回归和资产定价模 

型的检验 ，而 Ang et a1．(2010)则认为选择组合或者个股进行回归是在估计的准确性和信息损失之 

间进行权衡。因此，我们通过规模和账面市值比因子，5×5交叉构造 25个资产组合，利用三个月 

的数据，滚动回归计算组合 beta值，再将组合的 beta值作为组合内的个股 beta值。经过上述 beta 

① 由于篇幅所限和结论差异不大，本文未报告相应结果。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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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并未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六 、结 论 

本文选用“低股价”、“高的历史 日收益率 ”和“高换手率 ”识别彩票类股票 ，研究我 国股票市场 

上的博彩行为 ，结果发现 ：(1)无论从不同代理指标信息含量的时间序列回归 ，还是横截 面回归 ，我 

们选用的识别指标都能较好地刻画股票的彩票特征；(2)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彩票偏好行为， 

彩票类组合、非彩票类组合和其他股票组合呈现明显不同的特征；(3)不同于美国市场，我国的彩 

票偏好不存在明显的行业集中现象，也不存在显著的个股持续被划分为彩票类股票的事实。 

同时 ，我们运用不同类股票的指标差异研究我国股市博彩偏好的影响因素和组合收益表现 ，发 

现 ：(1)除了小盘股现象 ，我国股票市场 的彩票偏好并不能为其他许多公 司特征所解释 ；与博彩偏 

好一致 ，彩票类股票偏好受宏观经济影 响显著 ，具体而言，当经济环境恶化时，彩票类股票偏好更加 

强化；(2)由于投资者存在行为偏差(如过度 自信等)，会高估巨额报酬事件的概率，追逐我国股票 

市场的彩票类股票，结果导致其支付较高的价格，而获得相对其他股票较低的平均收益率。平均而 

言，彩票类组合的年收益率比其他所有股票组合至少低5％。 

总体而言，本文较为充分和全面地利用了市场可得的公开价量信息，对我国股市的博彩偏好进 

行了研究。在 中国人较为好赌的社会环境下 ，中国股票市场的博彩偏好是一个非常有趣 的研究课 

题 ，还有很多可探索之处。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包括：第一，利用投资者的账户信息或调查数据直 

接刻画投资者的彩票偏好 ，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当然这对数据有较高 的要求 ；利用个股的交易数 

据来构造投资者的超买超卖测度，更准确地衡量投资者的彩票偏好行为；第二，我国股票市场不同 

类型的投资者的博彩偏好值得深入研究，尽管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并无稳定市场 

的功能，但是否存在博彩偏好、是否呈现出和个人投资者彩票偏好不同的特征值得研究；第三，可进 

行 国际视角的比较，研究民族特性 、市场结构和交易制度对彩票偏好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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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tery—Like Stock Trading Behavior Analysis： 

Evidence from Chinese A．share Stock M arket 

Zheng Zhenlong and Sun Qingquan 

(University of Xiamen) 

Abstract：The desire to gamble is deep—rooted in Chinese psyche，and whether the lottery preference is reflected on the 

stock market is the topic of this paper．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survey data and transaction data，we use low price、high 

historical return and high turnover rate to identify the attributes of lottery—like stock， and check the rationality of the 

grouping index based on the low price、high idiosyncratic skewness and high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 adapted by Kumar 

(2009)．There exists obvious lottery preference on Chinese stock market，but no lottery preference industry concentration 

and individual stock being consistently classified into lottery—like group phenomenon．Lottery preference cannot be explained 

by firm characteristics，while in accordance with gambling， macro—economic condition indeed affects lottery—like stock 

preference． At the meanwhile，due to the excessive chase for lottery—like stock by investors with lottery preference，lottery— 

like stocks earn at least 5％ return rate lower than other stocks． 

Key W ords：Lottery Preference；Idiosyncratic Skewness；Macro Factor 

JEL Classification：G10，G11，G12。G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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