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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机构投资者比重的快速上升，

市场资金实力的不断增强，投资者对大宗交易的需求也日趋增强。在我国

股权分置改革进程中，尤其是 2008 年 4 月 21 日《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

股份转让指导意见》颁布之后，以前仅仅为机构投资者所关注的大宗交易

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重视。本文致力于研究我国证券市场上大宗

交易的定价机制和对市场价格造成的冲击，考察大宗交易的自身的信息含

量，希望能引起大宗交易投资者的注意并且为其提供一些投资参考。 

本文首先对大宗交易价差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文章发现参与大宗交

易的股票交易价格与二级市场相同股票价格相比，绝大多数表现为折价，

文章证明了价差是由交易特征、交易量占比、标的股票的收益率、标准差

及其流通盘市值等因素共同影响的；其次，分析大宗交易对市场的暂时性

冲击和永久性冲击，证明了大宗交易对市场交易价格的两种冲击都是显著

存在的，前者反映的是撮合议价的成本以及对市场短期流动性造成的影响，

后者反映出大宗交易会携带私有信息，也证明了知情交易者的存在，从而

会导致股价发生彻底的偏离；最后使用 Easley，Kiefer，O’Hara 和 Paperman

（1996）[1]提出的经典的 PIN 模型对大宗交易前后市场的信息风险量化对

比分析，测算出大宗交易前后的 PIN 值，发现其变化显著，说明大宗交易

改变了股票的信息风险，同时也反证了永久性冲击的存在。 

 

关键词：大宗交易定价机制；市场冲击；信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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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ock markets,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rises quickly. And also the growth 

strength of market funding ceaselessly attracts investors into block trading. As 

Split Share Reform proceeds, a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Securities Regulations 

Commission carried out on April 20, 2008 required shareholders to unload 

non-tradable shares via the block trading system rather than the secondary 

market. Since then, common investors have been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block trading , which previously onl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oncerned.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the pricing mechanisms of block trading, and 

turn out the price impact brought to market by the transactions and its 

information content, in order to provide participations with some reference 

when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  

We first show that block trades are priced at discount for mostly trading, 

compared with the price of the same stock traded at the secondary market. The 

spread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rresponding stocks 

traded, such as stock retur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market capitalization, and 

also on whether the trades are internalized. Then, we also study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price impact of the trades. We show that both of them exist 

significantly in twenty days after the day of block trading. The former 

represents the cost of counterparts finding and price negotiation, and the effect 

of short-term illiquidity by block trading. The latter means there are informed 

traders who bring private information involved in these transactions, resulting 

in the deviation of the stock price thoroughly. Finally, we use the classical PIN 

model proved by the Easley, Kiefer, O ' Hara and Paperman (1996)[1] to 

calculate the value of PIN after blocking trading compared with the one before, 

so as to analysis the information risk before and after trading. We find that PIN 

value changes significantly, which illustrates the transaction has chang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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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information risk, and also confirms the presence of the permanent impact. 

 

Key Words: the pricing mechanism of block trading; price impact; information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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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机构投资者比重的快速上升，

市场资金实力的不断增强，投资者对大宗交易的需求也日趋增强。大宗交

易（block trades）被定义为单笔交易规模远大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交易。无论

在做市商市场还是在竞价市场，如果大宗交易采用与正常规模交易相同的

交易制度，则可能造成市场流动性低、价格稳定性差，提高市场交易成本，

最终影响市场交易制度基本目标的实现。因此，为了既满足投资者大额交

易需求，又能解决其引发的系列市场问题，国内外交易所在对大宗交易撮

合方式、价格确定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纷纷建立了异于于正常规模交易的制

度，即专门的大宗交易制度，旨在降低大宗交易对市场的冲击，保证市场

流动性，进而提高市场运行质量。 

自 2002 年我国大宗交易制度诞生以来，沪深两市大宗交易并不活跃。

然而，自 2008 年 4 月 21 日证监会出台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

让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之后，按照其规定：凡持有

解除限售存量股份1的股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数

量超过该公司股份总数 1%2的，应当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

股份。这样的规定使得以前仅仅为机构投资者所关注的大宗交易开始被越

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所关注。从大宗交易制度诞生起到《指导意见》的推

出时日，约 6 年时间，沪、深交易所一共只有 741 笔大宗交易发生，而《指

导意见》推行后，使得大宗交易市场骤然活跃，截至本文样本数据统计时

                                                 
1  所谓“限售存量股份”指：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有限售期规定的股份和新老划断后的上市公

司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  根据交易所《大宗交易实施细则》规定，“A 股交易数量在 50 万股（含）以上，或交易金额在 300 万

元（含）以上”，打到大宗交易标准；而根据法律规定，主板上市公司最低股本应为 5000 万股，据 50 万

股和 5000 万股的比例，确定限定标准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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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 2011 年 11 月 17 日，共有不包含债券的共 10582 笔大宗交易。由于大

宗交易也是二级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大小非

解禁尚未完成的时刻，大宗交易对我国二级市场的影响很大，其每笔交易

的信息含量会给股市带来不小的冲击，我国研究大宗交易的文献很少，尤

其是近几年的几乎是空白，而且主要停留在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因此本

文旨在对大宗交易定价机制和对市场冲击进行分析，本文同时也对大宗交

易所包含的信息含量进行定量分析，量化大宗交易前后的信息风险变化，

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意见参考。 

1.2  研究方法与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对大宗交易价格进行研究，研究交易价差的决定因素，即大

宗交易的定价机制。我们通过对每笔大宗交易的成交价格进行初步研究后

发现，大宗交易价格一般对于大宗交易的卖方会有一个折价，这个折价是

对于其交易的对手方，即买方提供流动性而支付的补偿。对于卖方而言，

折价越小，获得流动性的成本越低；相反，买方则希望扩大折价来得到更

多的流动性补偿。我们发现，对于卖方发起的大宗交易，往往折价成交，

而对于买方发起的大宗交易，往往以溢价成交。这些交易价差（折价或溢

价）是由每笔大宗交易的不同特性共同决定的，比如交易的发起方、交易

的复杂程度、成交量等。交易价差决定了交易本身能否完成，因此，本文

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分析大宗交易的价格决定机制，研究大宗交易价格中的

信息含量。  

其次，大宗交易的完成对后续的二级市场交易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因

此，本文将进一步跟踪研究大宗交易对市场的冲击。我们研究大宗交易对

二级市场的临时性冲击和永久性冲击，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大宗交易对市场交易价格的短期冲击是普遍存在的，在统计层面也

是显著为负的，幅度较大但是持续时间较短，反应出的是撮合议价的成本

以及对市场短期流动性的补偿。 

2、另一方面，大宗交易的对股价交易价格的永久性冲击在大宗交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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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后的未来 20 天内都是存在的，在 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为负。说明无

论是买方驱动还是卖方驱动的交易都含有能彻底改变股票价值的信息，使

得股票价格发生永久性偏离。 

3、通过大宗交易对股票的收益率和成交量的影响分析，我们发现：卖

方更倾向于选择在市场上涨的时候发起大宗交易。交易完成以后，该股票

很可能在未来 1-2 天内价格有较大幅度下跌，之后走势趋于平稳；但如果大

宗交易由买方驱动，则交易发生前后股价走势较为平滑。 

最后，由于大宗交易因发起方不同将给市场带来不同的冲击，因此大

宗交易中有可能隐含有影响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尤其是在大小非解禁限

售股流通的背景下，分析大宗交易对市场的冲击机制对于了解中国市场的

信息透明程度，甄别交易动机，分析内幕交易行为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在

本文的第三部分，我们继续研究大宗交易前后知情交易概率—— PIN

（Probability of Informed Trading）的变化程度，对大宗交易前后市场的信

息风险变化进行测度。我们发现：大宗交易前后的信息风险变化是显著存

在的，新的信息会被知情交易者通过大宗交易带入到市场里，从而导致股

价的彻底改变，这也印证了永久性冲击的存在。  

1.3  创新与不足 

本文研究了大宗交易定价机制、市场冲击以及大宗交易前后市场信息

风险变化程度，主要创新体现在： 

1．本文的研究样本为大宗交易制度建立时日起到 2011 年 11 月 17 日

的所有沪深两市的大宗交易，是样本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次研究，并且分样

本研究了大宗交易的定价机制，同时也研究了买卖发起方的不同对二级市

场股票的价格冲击。 

2 ． 本 文 第 一 次 在 中 国 市 场 上 使 用 Easley, Kiefer, O’Hara and 

Paperman(1996)提出的经典的 PIN 模型研究了 2009 年全年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文简称“上交所”）大宗交易前后知情交易概率，量化了交易前后信

息风险的变化程度，这使得大宗交易包含的信息含量从知情交易概率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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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得到关注。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 

1．由于高频分笔数据较难获得，2009 年 9 月的高频分笔数据缺失，本

文只研究了 2009 年 4 月和 5 月上海证券交所大宗交易前后的知情交易概率

（PIN），对于其他年度的研究无法涵盖，得出的结论可能稍有偏颇。 

2．本文就大宗交易前后的知情交易概率变化予以分析，使用的是经典

的 PIN 模型，只是考察交易前后的 PIN 值变化是否显著，没有进行更深一

步地研究分析大宗交易的信息含量对二级市场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1.4  文章结构 

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章对关于大宗交易的文献和与信息风险以及 PIN 模型相关的文献

进行回顾； 

第三章为我国大宗交易制度介绍，介绍了我国大宗交易的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信息披露制度等等，因为后文的分析是建立在我国的大宗交易

制度上的。 

第四章是关于我国大宗交易定价机制的实证分析 

第五章是关于大宗交易引起的市场冲击和信息风险变化的实证分析 

第六章为结论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组织框架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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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文献综述

我国大宗交易制度与发展

我国大宗交易制度 我国大宗交易的发展

大宗交易定价机制实证分析

样本数据概述 成交价差定义 多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

大宗交易市场冲击与信息风险变化的实证分析

信息风险变化测度大宗交易的市场冲击

结论和未来研究方向
 

图 1.1 文章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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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大宗交易及大宗交易制度 

2.1.1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block trading）被定义为单笔交易规模远大于市场平均水平

的交易，判别大宗交易的标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依据单笔交易的股数或

交易金额进行判断，这是各国交易所一般采用的方式：有对所有股票单笔

交易最小股数或金额采取统一规定的，如美国的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市场；

有对所有股票单笔交易最小股数或金额采取分类规定的，如巴黎证券交易

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还有的交易所根据不同股票的大宗交易规模，对单

笔交易的最小交易股数或金额，采用以当日标的股票正常交易量和买卖价

差以内的委托量为基础，进行不同规定并经常更新，例如巴黎证券交易所

中央交易系统外进行的普通大宗交易。另一种是以交易使用的信息披露系

统或交易系统作为判别交易是否为大宗交易的依据，如伦敦证券交易所规

定，凡是以大宗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为大宗交易。 

2.1.2  大宗交易制度的作用与意义 

Glen（1994）[2]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定义为证券资产能够以合理成本迅

速变现并且不造成价格大幅变化的能力，是衡量一个市场发挥其进行资源

配置作用的关键标志。大宗交易制度正是在保证市场流动性的同时能够为

投资者提供满足其自身交易需求的机制。无论在做市商市场还是在竞价市

场，如果没有大宗交易制度，投资者进行的大额交易都会给市场流动性带

来程度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证券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在竞价市场，大

额交易相对于较小的反向委托数量很难即时成交，大额交易者要么保证交

易价格，等待成交，即牺牲市场的即时性从而降低了市场流动性；要么保

证成交，不顾成本，即通过增加成本和股价波动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而

在做市商市场中，由于做市商同时充当着买卖双方，担任着向市场提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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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的角色，大额买卖指令可以直接在做市商与投资者之间进行，而且做

市商可以以避免引起市场波动为由而推迟发布对市场有很大影响的交易信

息，因此不管是从交易的快捷性和信息的保密性来看，做市商制度更适用

于大额交易。 

国内外交易所在对大宗交易撮合方式、价格确定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建

立了不同于正常规模交易的特别制度，即大宗交易制度。这一制度能降低

大额交易对市场的冲击，保证市场流动性进而提高市场运行质量。 

因此，大宗交易制度需要成为正常交易的有效补充，提供特殊的流动

性服务，是降低大额交易对市场冲击、提高市场流动性的重要交易机制。

如果特定对象交易规模很大，通过二级市场的正常交易是难以控制时间和

成本的，有时甚至无法执行，并往往引起市场异常波动，阻碍市场发挥其

正常功能。使用大宗交易则可以在满足投资者大额交易需求的同时避免这

种情形的发生。 

2.1.3  海外大宗交易制度综述 

2.1.3.1  大宗交易制度信息披露形式 

世界上各主要证券交易市场对于大宗交易的交易前信息是否披露一般

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大宗交易的交易前信息不公开披露，如包括东京证券

交易所、巴黎证券交易所等；二是交易前信息部分披露，如新加坡证券交

易所；三是不作特殊规定的，与普通交易信息披露方法一致，如纽约证券

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对于大宗交易的交易后信息允许延迟公告的，

以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为代表，巴黎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对延

迟公告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 

2.1.3.2  大宗交易形式 

目前，世界各主要证券交易市场针对大宗交易采用的交易方式主要场

内交易、场外协商场内撮合、场外交易和盘后交易四种形式。 

采用场内交易的大宗交易与正常规模的交易无差别，即二者都在交易

场所内，在同一交易时间、通过同一交易报价系统进行，如伦敦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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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在楼下市场进行的大宗交易。 

场外协商场内撮合的大宗交易的是指投资者在交易之前，首先在交易

系统外通过电话、网络等形式进行与经纪人或交易对手进行协商，双方达

成交易协定后，再进入交易所交易系统内，通过常规交易的场内交易系统

成交，如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楼上市场的大宗交易。 

场外大宗交易也是先在交易系统外通过电话、网络等形式进行协商，

双方达成交易协定后，通过不同于正常规模交易的交易系统成交。纳斯达

克市场的大宗交易主要通过电子通讯网络 ECNs 在场外磋商，达成一致后回

报给 ECNs，由 ECNs 来执行交易并向市场报告；巴黎证券交易的大宗交易

可以在中央交易系统内进行且允许其交易委托"隐形化"，也可以在中央交易

系统外进行但对于交易价格的允许范围作出了详细规定。 

盘后交易在常规交易的交易时间外进行，可以通过常规交易的交易系

统，也也可通过另外独立的特殊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目前，东京证券交易

所通过特制的盘后交易系统 TOSTNET-1 进行；台湾证券交易所和台湾证券

柜台买卖中心通过正常规模交易的电子交易系统进行。 

2.1.3.3  大宗交易的价格确定 

在大宗交易中，交易价格往往由市场决定，但是常常会带有一些附加

性限制，根据限制的程度，将大宗交易价格分为三类： 无弹性价格、有限

弹性价格和完全弹性价格。 

无弹性价格规定大宗交易投资者只能作为价格的接受者，交易价格由

交易所的交易制度决定。目前，德国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价格是常规交

易中最佳买卖价格的中间价；东京证券交易所、韩国证券交易所则依据开

盘价、收盘价或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作为大宗交易价格。 

有限弹性价格根据交易系统的不同而不同：在普通交易系统，大宗交

易成交价格被限制在当日最佳买卖价格范围内，如巴黎和澳洲证券交易所；

在其他交易系统，允许大宗交易成交价格在普通交易系统内最近成交价或

收盘价的±1~10%范围内变化，如东京及韩国证券交易所。 

在完全弹性价格的规定下，大宗交易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交易

所无任何限制，如香港、泰国、伦敦和新加坡交易所，以及韩国、东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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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的部分市场均采用完全弹性价格发现机制。  

另外，为了维护正常规模交易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大宗交易双方通过

场外或盘后交易操纵市场或进行内幕交易，证券交易市场一般都会对场外

或盘后交易的成交价格范围做出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通过场外和盘

后交易的大宗交易与常规交易尽可能地一致，在保证常规交易市场流动性

的同时，增加大宗交易市场价格的有效性，降低大宗交易参与者操纵市场

的可能性。 

2.2  大宗交易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2.2.1  国外对大宗交易研究的相关文献 

国外学者研究大宗交易始于对公司股权结构及大股东（block shares）

股权转让的行为的研究。Shleifer and Vishny（1986）[3]说明大额股份持有者

或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能够使公司内部“搭便车”的行为得到改善；大股

东通过对管理层进行监管来加强公司治理，还可以直接掌握公司的管理权

使得公司价值增值。Wruck（1989）[4]在前者研究基础之上发现：如果大股

东私下转让股权，可以获得 4.5%的异常报酬；公司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

价值增值的能力越强。Barclay and Holderness（1989）[5]分析了 1978 年—

—1982 年的 63 只大额交易的股票，发现相对于大额交易公告后的普通交易

成交价，大额成交价格都获得了平均 20%的溢价。溢价的绝大部分反映了

大股东的表决权等特有的权利给其带来的个人利益，且转让的股票份额越

大，溢价程度越高；公司规模，公司业绩，财务杠杆，股票的收益率方差，

公司现金流充裕度都对溢价程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以上文献中，大股东转让股权之所以能够获得溢价，是由于大股东

特有的权利带来的异常报酬。随着大宗交易笔数和成交量在市场上的大幅

增加，各国的交易所先后对大宗交易做出了一些交易限制。大宗交易成交

价格开始变为一定程度的折价，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对大宗交易成交

价格的研究中来，认为折价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流动性。 

一些学者认为各国交易所为对大宗交易的限制主要是对可交易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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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限制，即对一些特定的股票必须在限制交易期结束后方可在二级市场

上正常交易，这是一种缺乏流动性的表现。Silber（1991） [6]选取了上市公

司定向增发的，但未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登记的这类股票作

为研究样本，按照 SEC《第 144 号条例（Rules 144）》的规定，这类股票

的持有者必须经过两年的锁定期方可进行正常交易，结果发现是这类股票

的转让价格相对于同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普通流通股的股价有平均 33.75%

的折价，且这类股票占公司整体股本的比例越大，折价程度越高。在

LongStaff（1995a，1995b，2001） [7]- [9]的文章中，他对上述同类股票进行

研究，发现这类股票与同一家公司的普通流通股交易价格折价有的竟然高

达 90%，且价差的大小取决于其流通股股价的波动程度。Kahl et al（2002）

[10]研究的是经理人持股限制对大宗交易定价的影响；经理人持股在二级市

场上需要经历一个长达 5 年的限制交易期。如果要私下股权转让，则会产

生一个低于正常流通股股价 30%——80%不等的成交价格。在其他国家证券

交易所，限制型股票也大量存在。Stulz and Wasserfallen（1995）[11]，Domowitz 

et al（1997）[12]以及 Khianarovg and Vos（2004）[13]分别对瑞士、墨西哥以

及泰国国际板限制性股票的价格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股票与普通流通股

相比都有显著的折价。 

一些学者认为交易者需要寻找交易对手和撮合议价会产生相应的交易

成本，以及买卖价差较大，都是缺乏流动性的表现。这种流动性成本的研

究主要出现在研究资产定价方面，如 Amihud and Mendelson （1986） [14] 以

及 Vayanos and Vila （1999） [15]也针对这类非流动性对买卖价差进行建模

分析，他们认为大宗交易价格的折价跟公司目前和未来估值的现值以及交

易成本有关。Duffie, Garleanu, and Pedersen （2000）[16]还有 Huang （2001）

[17]也针对此类非流动性进行了相应的建模。由于大宗交易的研究也涉及流

动性的影响，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研究流动性对买卖价差的影响时所用的研

究方法和理念，研究大宗交易的买卖价差。 

也有大量的学者从大额交易对二级市场的冲击方面着手分析，学者普

遍认为，大宗交易对二级市场的冲击分为永久性冲击和暂时性冲击，永久

性冲击被认为是由于大宗交易信息泄露致使股票内在价值发生改变，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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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冲击被认为是大宗交易对二级市场的正常交易产生了流动性方面的冲击，

影响了二级市场的供求变化，导致股票价格的暂时性偏离。 

Kraus and Stoll（1972）[18]研究了 1968 年 7 月 1 日——1969 年 9 月 30

日的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 402 只股票，其中 255 只股票是随机选择

的，另外 177 只股票与并购事件有关的，在此样本期内，样本股票共发生

了 7009 笔大额交易。文章发现，对于溢价成交的大额交易，其股票的内在

价值发生了改变，因为这一类股票所属的上市公司一般都有并购事件发生；

对于折价交易，仅仅在一个交易日内，股票的收盘价就会比大额交易折价

有显著的回复。正是因为短暂的折价会吸引大量的买方涌入市场，导致市

场需求增加，从而大宗交易里产生的暂时性冲击效应也会在逐渐平复。

Holthansen, Leftwich and Mayers （ 1987,1990 ） [19]- [20] 以 及 Chan and 

Lakonishok（1993,1995）[21]- [22]研究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对市场的

暂时性冲击和永久性冲击，并证明两种冲击的存在性，以及冲击大小与大

宗交易的种类、形式以及发起方有关。Gregoriou（2008）[23]， Ball and Finn

（1989）[24]以及 Riva（1996）[25]分别检验了 1998——2004 年伦敦金融时

报股票交易所指数所包含的所有股票、悉尼证券交易所和巴黎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对各自市场的影响，都证明了买卖发起方向的不同会使得交易对

市场的冲击不一致。  

大宗交易的交易成本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个部分，显性成本一

般指的是经纪人收取的佣金手续费等等，是不可回避的；而隐性成本是只

大宗交易参与者参与交易之后会对市场产生价格冲击，引起股票价格与大

宗交易发生前的价格发生偏离，由此而引发的机会成本。Schwartz and 

Shapiro（1992）[26]证实了机构投资者非常在意大额交易的机会成本。Seppi

（1990） [27]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研究了楼上市场与楼下市场的交易行为，他

认为，大额交易者更愿意通过楼上市场进行交易。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

楼上交易的经纪人会试图隐藏私下议价成交的信息，减少了不利的信息泄

露引发的成本。这意味着楼上交易与楼下交易相比，信息的传递量更少，

因此成交之后对市场价格产生的永久性冲击会相对较少。 Keim and 

Madhavan（1996） [28]以大宗交易订单规模、交易信念和交易价格为内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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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大宗交易对市场的价格冲击进行建模，以 1985 年到 1992 年纽交所的

5625 笔大宗交易为样本数据，证明了交易对价格的短暂冲击是交易规模的

凹函数。卖方驱动的交易产生的暂时性冲击与交易规模显著正相关，与交

易价格负相关。同时，通过众多交易者使大额订单规模分散化，可以减小

由流动性引起的价格暂时性偏离，交易对手方越多，则分散化程度越高，

市场流动性受到的影响程度越弱。该文同样证明了信息泄露会使的交易前

后价格受到永久性冲击。 

由于信息泄露或不利传递，大宗交易会引发市场价格的永久性冲击，

因此有很多学者对市场冲击的不对称性进行了研究，冲击的不对称性说明

了私有信息的存在性。Gemill（1996） [29]发现了伦敦证券交易所由买方驱

动和卖方驱动的大宗交易对市场的价格冲击是非对称的：卖方驱动的交易

会向买方支付一个流动性补偿，通常造成之后的股价下跌；而如果买方驱

动的交易持续发生，会引起股价一定程度的上涨。Booth et al（2002） [30]

使用芬兰赫尔辛基证券交易所（HSE）大宗交易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发

现楼上交易对于非知情大额交易具有更好的定价功能。其观点与 Gossiman

（1992） [31]提出的“参与楼上交易的经纪人能得知由正常订单流带来的交

易需求信息和尚未形成订单的潜在交易需求”的观点相一致。他们认为，

由于潜在交易信息的可得性，经纪人就能更为有效地撮合交易双方，并且

引导一个合理的最佳交易价格，但是此交易价格是以楼下交易的价格为基

础。另一方面，本文认为楼上大额交易与楼下大额交易相比，前者所含交

易信息含量少于后者，因此对于股价的总冲击程度也低于后者。但是这不

能说明楼上交易一定会优于楼下交易，Seppi（1990）[27]在其文章中也提过

楼上交易的参与者并非全部为非知情交易者，知情交易者会装作非知情交

易者与经纪人进行议价，经纪人与知情交易者交易受到的损失基本上可以

通过与非知情交易者的交易来弥补，因此对于非知情交易者来说，在楼上

进行交易之前，需要在大宗交易受到的损失和策略投资组合因为不进行交

易而遭受的损失之间进行权衡。 

由于市场上私有信息的贬值速度极快，因此知情交易者一般需要尽快

利用其私有信息在市场上完成交易；另一方面，知情交易者会尽可能地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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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其拥有私有信息的事实。Gossiman（1992） [31]认为楼上交易的经纪人或

者做市商是交易参与者潜在交易需求的信息库。因为他们了解投资者们的

潜在交易需求，可以为潜在买卖双方交易需求进行匹配，准确撮合买卖双

方使其交易完成，有效降低了做市商使用自有账户与买卖双方分别进行交

易而承担的风险，另一方面，楼上交易市场的流动性也会因为潜在交易需

求的实现而增加。同时大宗交易者不愿意让其交易信息外泄以增加对市场

价格的永久性冲击。因此，大宗交易的经纪人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保管好

这些不愿被其他交易者知晓的潜在交易信息。Easley and O’Hara（1987）[32]

在文章中证明了大额交易能极大增长市场参与者与私有信息相关联的概率。

Seppi（1992）[33]也描述了大宗交易的经纪人可以区别这些知情交易者和非

知情交易者。为了弥补经纪人自身与知情交易者交易受到的损失，他们只

有通过掩盖知情交易者的交易信息，然后与非知情交易者进行交易挽回损

失，这样也就降低流动性提供者的利益。Martinez et al（1998）[34]通过对西

班牙马德里证券交易所大额交易的分析，以买卖价差的中间价作为信息的

代理变量，直接剔除大宗交易的短暂性冲击，同时以逆向选择现象的增减

作为信息不对称的衡量指标，研究发现大宗交易有效减弱了市场上信息不

对称程度。 

2.2.2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市场大宗交易的相关研究 

我国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发展如前文所述，主要以 2005 年我国股权

分置改革施行后，2008 年 4 月《指导意见》的出台作为大宗交易真正受到

广泛关注时间界线。我国证券市场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股票，分别是国有

股、限售法人股以及普通流通股。其中，国有股和限售法人股在股权分置

改革之前又被称为非流通股，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是不允许通过二级市场

直接买卖的，只能通过私下转让或公开拍卖进行股权转让。股权分置改革

限定了非流通股的流通时间，非流通股在没有实现二级市场流通之前的时

间里被称为“限售股（restricted institutional shares (RIS)）”，直到《指导

意见》的出台，才规定“大小非”减持需要通过我国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系统，按照交易所大宗交易相应制度来进行交易，最终逐步实现上市公司

股权的全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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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and Xiong（2001）[35]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之前非流

通股转让折价的研究，发现同一家上市公司拥有的这类股票与其正常的流

通股在定价方面的存在很大程度的折价，文章选取 2000 年 8 月到 2001 年 7

月使用公开拍卖或直接转让的 2819 笔非流通股的股权转让交易数据为样本，

发现非流通股的平均折价程度分别为 77.93%和 85.59%，且折价程度与上市

公司普通股的波动和公司资产负债率成正比，与公司规模、ROE、市净率

和市盈率成反比。 

Huang 和 Xu（2007）[36]以 2002 年到 2003 年的 233 只股票的非流通

股股权大额转让价格为样本，也发现非流通股由于缺乏流动性只能通过公

开拍卖或私下转让完成股权转让，因此也具有很大的折价幅度。另外，国

有法人股在整个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越高，非流通股转让价格的折价程度就

越大。 

Hou 和 Howell（2008）[37]通过实证证明了限售股平均含有 38.22%的

折价。从公司层面来看，普通股股东几乎没有议价能力，所以限售股流通

的时候普通股股东的利益基本没有被考虑，其权益会蒙受损失。同时，国

有股股东极大的代理权问题会使其在减持过程中可以极大的剥削普通股股

东，成为限售股流通过程中绝对的受益方。反过来，从国家政策方面考虑，

我国金融市场的政策调控性极强，国家政策指引要求国有企业应当率先完

成股权分置改革、实现全流通，在股改中起到带头作用。因此国有股需尽

快流通上市，所以当普通股股东以此作为议价条件时，也部分程度地保全

了自己的利益，但同时间接阻挠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 

此外，国内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介绍大宗交易制度、国内大宗交易运

行状况等方面，如王霞（2001） [38]详细介绍了国外各主要证券交易所的大

宗交易制度；朱玺（2004）[39]对我国沪深两市 2004 年之前的大宗交易制度

发展演进做了详尽阐述，并利用大宗交易市场数据探讨了我国大宗交易的

特征，同时也针对我国大宗交易制度的交易方式、时间、价格限制等方面

提出了政策建议；左宏等（2005） [40]从金融微观结构理论角度分析大宗交

易成本及影响交易价格的各种因素，分析了大宗交易价格形成的过程和原

因；徐辉、廖士光（2007） [41]采用了沪深两市数据分析了大宗交易折价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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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原因及决定折价的因素，与其研究相似的还有张丹等（2010） [42]的研

究，他们对参与大宗交易股票的交易价格专门进行了流动性折价分析，即

对市场的短暂性冲击；黄常忠等（2005） [43]也从流动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

大宗交易对股市流动性的影响。 

2.2.3  我国大宗交易现状研究小结 

我国学者对我国证券市场大宗交易的研究量非常少，大多仅仅停留在

对大宗交易制度分析、历史演进，对大宗交易价差的分析阶段。还有一些

学者对大宗交易对市场的流动性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究，没有全面

系统的差异分析，这正是本文的写作意义所在，除了对大宗交易定价机制、

市场冲击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还将对大宗交易前后的信息风险进行量化，

考察大宗交易自身的信息含量。 

2.3  关于 PIN 模型的相关文献综述 

2.3.1  信息风险的定义 

如果资产价格不能够反映其包含的全部信息，那么可以认为是存在信

息风险的。Bagehot（1971）  [44]、Copeland and Galai（1983）  [45]、Glosten 

and Milgrom（1985） [46]以及 Easley and 0’Hara（1987）[32]提出在信息风险

存在的情况下，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可以区分为知情交易者（informed traders）

和非知情交易者（uninformed traders）两类。知情交易者是指拥有信息优势

的交易者，只要证券价格未能充分反映其相关的所有信息，知情交易者就

能根据未反映的信息进行的相关交易就叫做知情交易；反之，非知情交易

者则是指那些不具备信息优势的交易者。 

2.3.2  国外关于信息风险的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信息风险大小的衡量多用信息不对称程度来描述。从

Bagehot(1971) [44]提出知情交易的概念起，众多的学者就开始研究纷纷研究

信息风险的衡量指标。最早提出可以以买卖价差来衡量信息风险的是

Bagehot(1971) [44]。他认为，买卖价差越大，所表示的知情交易概率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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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交易市场存在很多知情交易者，那么做市商被迫扩大买卖价差来

减少和弥补自己与知情交易者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此后，众多学者都以买

卖价差作为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衡量指标来考察股票的信息风险，如 Morse 

and Ushman（1983） [47]、Foster and Viswanathan（1990） [48]以及 Coller and 

Yohn（1997） [49]等等。也有学者使用其他方法来测度信息风险，如将非系

统性风险、换手率、与交易有关的价格变动方差、公司内部人持股比重、

股权集中度等等作为信息不对称的测度。但是，这些变量只是能够作为信

息不对称的代表变量，间接考察信息不对称。因为如非系统性风险、换手

率、买卖价差等等都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而像股权结构是信息不对称的

内在原因，因此如果想更加准确地描述信息不对称程度，必须要直接能够

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行量化。 

国外对于信息风险（信息不对称）的直接测度模型始于 Easley，Kiefer，

O’Hara and Paperman（1996）[1]提出的 PIN 模型，一般称其为经典 PIN 模

型，后来众多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完善。与刚才所说的

间接测度信息风险的指标不同之处在于，PIN 模型建立在 Easley and O’Hara 

（1987, 1992）  [32] [50]提出的序贯交易模型基础之上，以决策树的方法计算

出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在好消息发生、坏消息发生和没有消息发生

时的三种情况下订单到达数的期望值，然后以知情交易者订单的期望到达

数作为分子，以所有交易者（包括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订单之和

的期望到达数作为分母，以逐笔交易的混合分布的方法求出信息交易概率

——PIN（Probability of Informed Trading），用来衡量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他们实际上是以异常的订单流非平衡（order flow imbalance）来度量信息不

对称的严重程度。该文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分笔交易数据，估计了每只股

票的信息风险大小，发现交易较为频繁的股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交

易不太频繁的股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  

虽然 PIN 模型是针对做市商市场提出的，但是在指令驱动市场上同样

适用，因为模型思想是从分笔数据的订单流的非平衡性来推断信息交易，

Handa，Schwartz and Tiwari(2003) [51]假定信息交易者只进行市价委托不能

进行限价委托，，在研究买卖价差的决定因素时，研究了指令驱动市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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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机制下信息风险的测度问题。Ma，Hsieh and Chen(2007) [52]在研究台湾

股票市场的信息风险时，假设非信息交易者的买卖决策与上一时期的价格

相关，以此刻画了非信息交易者的追涨杀跌行为。 

经典的 PIN 模型为信息不对称性的测度提供了一种直接进行建模的思

路。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在经典的 PIN 模型的基础

上对模型假设进行改变和扩展，如对交易者行为或信息种类做出所需要的

调整，调整后的模型就在信息风险领域中进行不同问题的研究。如 J Cai, J 

He and J He(2010) [53]将原模型仅有的两类交易者类型细化为四类交易者：

机构知情交易者、机构非知情交易者、个人知情交易者以及个人非知情交

易者，以此来研究机构交易者相对于个人交易者的信息优势。 

2.3.3  国内关于信息风险的文献综述 

在 PIN 模型方面，国内文献大多是通过直接运用 PIN 模型估计股票信

息交易概率，大多数学者以上交所股票、上证 50 指数、上证 180 标的股等

等为研究样本，对交易量、买卖价差、流动性以及收益率、波动率等变量

于信息不对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这也印证了如前文所说，如交易量

等指标只能反映信息不对称的结果，而不能直接进行对信息风险的直接测

度。杨伟（2009）[54]在经典 PIN 模型的基础上，在信息交易动机和非知情

交易动机（流动性交易动机）外，增加了驱动整体市场范围内交易的因素，

是研究信息风险对 PIN 模型进行的一个改进。 

鉴于本文的只是运用 PIN 模型来考察大宗交易发生前后股票信息风险

是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即是说明大宗交易本身是否含有私有信息，会使

得大宗交易完成后股票价格变化不能反应所有信息。因此，我们只需要简

单运用经典的 PIN 模型来对大宗交易前后的信息风险进行简单测度，其余

的关于各种改进的 PIN 模型的文献在此就不加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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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的大宗交易制度及其发展 

3.1  我国大宗交易制度 

3.1.1  我国沪深两市大宗交易制度 

我国沪深两市大宗交易制度大体一致，在某些细则方面略有差异，如

大宗交易的判定标准不尽相同，大宗交易的申报时间也不相同。 

3.1.2  大宗交易判定标准 

我国上交所与深交所均采用量（成交量）和值（成交金额）两种指标

判定大宗交易，具体如表 3.1： 

 

表 3.1：沪深两市大宗交易成交量和成交金额的相关规定 

种类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数量 

（不低于） 
金额（不低于） 

数量 

（不低于）
金额（不低于） 

A 股 50 万股 300 万元人民币 50 万股 300 万元人民币 

B 股 50 万股 30 万美元 5 万股 30 万元港币 

基金 300 万份 300 万元人民币 300 万份 300 万元人民币 

债

券 

国债 1 万手 1000 万元人民币 5000 张 50 万人民币 

债券质押

式回购 
1 万手 1000 万元人民币 5000 张 50 万人民币 

其他债券 1000 手 100 万元人民币 5000 张 50 万人民币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此外，深交所对多只交易品种合计买卖做出了规定：多只 A 股合计单

向买入或卖出的交易金额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其中的单只 A 股的交易

数量不能低于 20 万股；多只基金合计单向买入或卖出的交易金额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其中的单只基金的交易数量不能低于 100 万份；多只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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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合计单向买入或卖出的交易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其中的单只债

券的交易数量不低于 2 千张；此外深交所还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调整大宗

交易的最低限额1。 

3.1.3  大宗交易形式 

我国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大宗交易通过场外撮合的方式进行：在场外寻

找交易对手，协议交易价格，在交易执行后向交易所和结算公司等报告交

易细节，完成交割和清算。 

3.1.4  大宗交易时间规定 

根据 2006 年 7 月 1 日，沪、深交易所出台的新交易规则，我国的大宗

交易采用盘后交易制度，上交所的申报时间为每个交易日的 9:30~11:30、

13:00~15:30，深交所的申报时间为每个交易日的 9:15~11:30、13:00~15:30。

但是沪深两市的大宗交易成交时间是在每日收盘后的半小时内，即

15:00~15:30。 

3.1.5  大宗交易价格范围及信息披露 

在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进行大宗交易的证券价格受到涨跌幅制度的限定。

大宗交易成交价格由买方和卖方在当天最高和最低成交价格之间确定。如

果当天无成交，则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作为成交价。大宗交易的量价均不

纳入本所即时行情和指数的计算，但是成交量在大宗交易结束后计入该证

券成交总量，且交易信息于每个交易日大宗交易结束后由交易所公布。上

交所的大宗交易是在每个交易日收盘后进行的，交易信息随后即时在上交

所网站公开披露。 

我国的大宗交易不仅简化了交易过程、也易于控制成本，同时为客户

提供了新的流动性源泉、有利于市场有序运行。 

                                                 
1 引自《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中大宗交易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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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国大宗交易的作用及发展 

2002 年 2 月 2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所推出大宗交易制度，并在 2002

年 3 月 19 日完成了国内证券市场首笔大宗交易——罗牛山 1980 万股大宗

股权转让；2003 年 1 月 1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也相继推出大宗交易制度。在

上交所的大宗交易制度出台之后，深交所相应修改了其大宗交易制度，增

大了交易品种的范围、改用量和值双标准度量大宗交易、改用盘后交易等。 

大宗交易在我国主要适用于一些特殊的交易对象满足其特定的交易目

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减持。大宗交易便于上市公司快速完成股票减持，尽量减少市场

冲击，同时也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应对落实我国股改政策，满足持股的

机构法人或大股东的减持需求。我国二级市场正经历“大小非”解禁抛售

的时期，大宗交易交易次数近年也有了明显增加。下图给出了从第一笔大

宗交易开始截止到 2011 年 11 月 17 号的全市场大宗交易每月笔数。 

 

 

图 3.1：全市场大宗交易笔数月数据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从全市场的大宗交易笔数月数据图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宗交易在我国

已成为一种越来越被投资者广泛使用的交易方式。大宗交易的数量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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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份开始迅速增加，说明了《指导意见》对大宗交易市场骤然活跃有

很强的政策支持。我国的现行的大宗交易制度也不断改进、愈发成熟，大

宗交易参与者、交易笔数也日渐增加，图 3.2 和图 3.3 分别显示了沪、深两

交易所各自的大宗交易情况： 

 

 

图 3.2：上交所大宗交易笔数月数据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3.3：深交所大宗交易笔数月数据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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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票回购或股权激励。当上市公司决定需要从二级市场上回购公

司股票或者实行股权激励时，大宗交易便于公司从市场公开买入大额股票； 

（3）定向增发。定向增发只需在市场中寻找到合格投资者，采用大宗

交易方式完成，这样便于上市公司完成再融资，对市场的影响也较小，同

时也利于合格投资者实现投资配置，实现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 

（4）机构投资者进行正常的大额交易。如前文分析，大额交易会对市

场产生较大冲击，增加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因此，意向交易者一般通过券

商或其他金融机构寻找交易对手，通过撮合议价完成交易。国内的金融机

构、养老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有相当比例的交易是通过大宗

交易完成的。 

从图 3.4 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参与大宗交易的频率。70.6%的公司参与大

宗交易少于 10 次，并且只有少数上市公司进行了频繁的大宗交易，大宗交

易的参与者主要还是机构投资者，这与国外的大宗交易也基本上是机构投

资者相一致。 

 

 

图 3.4：上市公司进行大宗交易的频率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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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宗交易定价机制的实证分析 

4.1  样本数据概述  

图 4.1 反映了从大宗交易诞生起到 2011 年 11 月 17 日大宗交易频率的

年数据（由于 2002 年只有罗牛山（000735.SZ）一只股票进行了大宗交易，

故 2002 年的交易频率未纳入下图）。我们不难看出，2003-2007 年属于大

宗交易的平淡期，从 2008 年开始大宗交易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在导言

中曾提及到我国从 2005 年起实施股权分置改革，2008 年 4 月 21 日证监会

出台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规定今后凡持有解

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股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数量

超过该公司股份总数 1%的，应当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

份。大宗交易从 2008 年起的猛增，反映了“大小非”减持的强烈欲望以及

投资者对大宗交易市场较高的参与度。 

 

 

图 4.1：大宗交易笔数年数据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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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涵盖了较长的样本区间：从大宗交易制度诞生起，

深交所第一笔大宗交易——2002 年 3 月 19 日罗牛山（000735.SZ）股权转

让，截止到 2011 年 11 月 17 日共 11323 笔大宗交易。由交易数据信息全部

来自 Wind 资讯。数据包含每个交易日参加大宗交易的股票名称、代码、交

易日期、大宗交易成交价、当日收盘价、大宗交易成交量和成交额，买方

营业部和卖方营业部等等数据。 

4.1.2  我国证券市场大宗交易概况的描述性统计 

 

表 4.1  大宗交易的频率年度数据 

年份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全市场 22 41 103 65 86 1195 2398 2910 4503

沪市 13 30 63 41 51 757 1389 1391 1699

深市 9 11 40 24 35 438 1009 1519 2804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我们不难发现，从表 4.1 反映的大宗交易频率的年度数据来看，从 2002

年 3 月 19 日到 2008 年 4 月 21 日《指导意见》颁布实施，6 年期间沪深两

市一共只有 380 笔交易，仅占全市场总成交笔数的 2.92%，而从 2008 年 4

月下旬开始，大宗交易数量占历年交易所有笔数，全市场为 97.08%，沪市

为 96.25%，深市为 97.84%。最近几年，大宗交易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反映了市场全流通的进程逐年加快，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下面我们再从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大宗交易的角度分析市场大宗交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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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上市公司进行大宗交易的频率 

Num [1,10) [10,20) [20,30) [30,40) [40,50) [50,100) [100,...) 

全市场 855 202 86 27 16 19 6 

沪市 371 79 38 13 9 12 5 

深市 484 123 48 14 7 7 1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表 4.2 反映的是我国上市公司参与大宗交易的频率，从各家上市公司参

与大宗交易的频率来看，全市场 70.6%的上市公司参与大宗交易少于 10 次，

只有少数公司进行了频繁的大宗交易。这有可能是某一只上市公司限售股

在短期内通过频繁的大宗交易进行解禁有关。 

4.1.3  我国大宗交易个股信息的统计分析 

表 4.3 描述了大宗交易个股对应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统计，包括上市公

司流通盘市值，总市值，流通盘与总市值的占比，大宗交易发生前 60 个交

易日成交量均值，以及大宗交易发生日前 60 天的股价波动率和累计收益率。 

 

表 4.3  大宗交易个股数据 

 N  Mean  Std. Dev. 

 

Median

 

Maximum 

 

Minimum

流通盘市值 

（人民币：千万元） 11302 2060.56 7261.35 410.11 184135.20 15.38 

总市值 

（人民币：千万元） 11302 4969.19 17877.56 614.20 272518.20 30.89 

流通比例 11302 0.66 0.26 0.64 1.00 0.02 

平均日交易量 

（万股） 11302 1734.08 3252.24 647.01 39976.84 11.14 

日收益率的标准差 11302 2.14 3.11 1.20 38.50 0.02 

60 天的累计收益率（%） 11302 1.03 0.34 1.00 6.90 0.2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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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大宗交易的股票的市场表现以及上市公司

股权结构。大宗交易前平均 60 天的交易量均值为 1734.08 万股，60 日收益

率的标准差为 2.14，60 日累计收益率 1.03%，说明大宗交易之前的股票一

般有着上扬的走势。上市公司流通盘市值和总市值平均为 206.06 和 496.92

亿元人民币，平均流通盘比例为 66%。 

4.2  大宗交易的成交价差率 

我们首先分析大宗交易成交的价差情况，即确定我国大宗交易的交易

价格是折价、溢价还是平价。国外学者在研究大宗交易买卖价差时，如 Silber

（1991）在分析美国限制性股票的折价率时将其定义为大宗交易成交价格

与当日股票收盘价之差；徐辉和廖士光（2007）在研究沪深交易所大宗交

易流动性折价是也是以收盘价作为价差的参照，根据我国大宗交易的实际

情况，我们将定义一个较为全面的大宗交易的折价（溢价）率如下式： 

  ( ) /i blk i iD P P P= −                           （4.1） 

公式中， blkP 为大宗交易成交价格； 

        iD 为大宗交易成交价格与如下不同类型股价的价差百分比； 

其中，若 i pcl=  ，则 i plcP P= 表示大宗交易发生的前一天股票收盘价； 

      若 i cls= ，则 i clsP P= 表示大宗交易发生当天股票收盘价； 

      若 i h= ，则 i hP P= 表示大宗交易发生当天股票最高价； 

      若 i l= ，则 i lP P= 表示大宗交易发生当天股票最低价； 

      若 i vwap= ，则 i vwapP P= 表示大宗交易发生当天股票的加权平

均价格。 

如果 0iD > ，则说明大宗交易是折价成交的；如果 0iD < 则说明大宗交

易是溢价成交的；如果 0iD = ，则说明大宗交易是平价成交的。需要注意的

是，大宗交易双方进行交易时，买方往往希望以低价买入，因此希望大的

折价幅度，而卖方往往希望以高价卖出，因此希望大的溢价幅度或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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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价幅度。我们对各种价差进行的统计分析如下： 

 

表 4.4  大宗交易价差的统计分析 

 variable n mean std min max t-value Pro

Discount 

D_vwap 11323 -0.0561*** 0.0446 -0.1817 0.2187 -134.0183 0.00

D_cl 11323 -0.0586*** 0.0466 -0.1824 0.2187 -133.8811 0.00

D_pcl 11323 -0.0526*** 0.0468 -0.5609 0.1007 -119.5343 0.00

D_h 11323 -0.0762*** 0.0447 -0.1824 0.2187 -181.4443 0.00

D_l 11323 -0.0329*** 0.0462 -0.1817 0.2189 -75.8071 0.00

Price 

大宗交易成交

价（元） 
11323 16.9134 17.2766 0.38 257.15 ------ ------

PreClose 11323 17.9022 18.0499 0.38 279.51 ------ ------

close 11323 18.0224 18.1587 0.38 271.88 ------ ------

high 11323 18.3688 18.5140 0.38 283.80 ------ ------

low 11323 17.5445 17.7718 0.37 268.00 ------ ------

VWAP 11323 17.9752 18.1335 0.38 273.45 ------ ------

Volume 

大宗交易成交

量（万股） 
11323 2060.79 3957.44 1290 7713.06 ------ ------

Block Vol / 

Block _day Vol 
11323 0.4637 1.4048 0.0007 41.7602 ------ ------

Block Vol / 

Tradable 

Shares 

11323 0.0078 0.0116 0 0.1989 ------ ------

Block Vol / All 

Shares 
11323 0.0049 0.0072 0 0.1989 ------ ------

注：***代表在 0.01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从表 4.4 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各种不同基准价格的衡量标准下，大宗交



大宗交易的定价机制与市场冲击 

28 

易价差的均值都显著为负：以收盘价为基准价格时，大宗交易的平均折价

达到-5.68%；以加权平均价格为基准价格时，平均折价也达到了-5.61%，且

这两个均值都是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零。而且我们还可以观察到，

以加权平均价格为基准的价格的价差最小值为-18.17%，而价差最大值为溢

价 21.87%，说明大宗交易成交价格的价差的范围很大。在全部大宗交易中，

折价交易的占比高于七成，溢价交易的占比则低于三成。各种折价均值都

显著为负，这表明大小非的减持欲望比较强烈，定价权基本上由买方掌控，

有效的压低交易价格，获得了较高的流动性补偿。 

场外交易和盘后交易的目的是减轻大宗交易带来的价格冲击和波动，

因此在这里需要考察大宗交易股票成交量与当天二级市场对应股票的成交

量的比例，我们发现，大宗交易平均成交量为 2.07 万手股和 2.55 亿元人民

币，平均占当天二级市场股票的成交量的 46.34%，而且其标准差非常大，

大宗交易成交量最大可为二级市场对应股票的成交量的 41.76 倍。这说明如

果大宗交易不通过特定的交易制度进行交易的话，将对二级市场造成很大

的流动性压力。大宗交易的交易量对流通股（全股本）的平均百分比为 0.78%

（0.49%）。再者，大宗交易平均成交额为 2.55 亿元人民币，我们考虑以加

权平均价格为基准的价差（D_vwap）为-5.61%，也就是说，每一笔大宗交易

平均会给市场增加 143.11 万元的流动性，表明大宗交易制度有效提高了交

易流动性。 

我们再继续将大宗交易的成交价格同当日二级市场成交价格的收盘价、

最高价和最低价作比较分析，结果如下表： 

 

表 4.5  大宗交易价格比较 

大宗交易价格 p 次数 占比% 

p<0.9*P_low 337 2.98%

0.9*low<p<P_low 8010 70.74%

p=P_low 394 3.48%

p=P_high 82 0.72%

P_high<p<1.1*P_high 237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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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P_high 5 0.04%

p=P_close 413 3.65%

p=P_PreClose 252 2.2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表 4.5 将大宗交易成交价格与不同的基准价格做了进一步的比较发现，

有 337 笔大宗交易是以低于当日二级市场股票最低价下浮 10%成交的；大

约 73.72%的大宗价格成交价低于当日最低；约 3.48%的大宗交易是以当日

最低价成交。但是，成交价格高于当日二级市场最高价 10%以上的大宗交

易只有 5 笔，占比 0.04%，也仅仅只有 0.72%的大宗交易以当日最高价成交，

2.13%的交易高于当日成交最高价。以当日收盘价成交的大宗交易有 413 笔，

占 3.56%；同时，以前一日收盘价成交的大宗交易占样本总数的 2.26%。数

据再一次展示了绝大多数大宗交易都以低于当日最低价成交，仅有很少的

交易是以大于等于当日最高价成交。也说明了交易对手方具有很强议价能

力， 

4.3  大宗交易折价的单因素分析 

大宗交易发起方的不同，对市场价格的冲击是不一致的。Gemill（1996），

Holthansen, Leftwich and Mayers（1987, 1990）,Chan and Lakonishok（1993, 

1995）, Ardros and Gregoriou（2006）,Ball and Finn（1989）以及 Riva（1996）

等学者对不同国家不同市场的大宗交易的市场冲击进行研究，都证明了由

买方驱动和卖方驱动的大宗交易对市场的价格冲击是非对称的。加之上一

节内容对大宗交易价差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大宗交易的价差通常都低于

基准股价（收盘价、当日股票成交加权平均价格），因此研究大宗交易的

买卖发起方向对大宗交易成交价差是否有一定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大宗交易披露的信息不包含交易的发起方向，也没

有买卖方的报价信息。由于 Lee and Ready（1996）[55]在低频数据中的买卖

方向判断误差较大，准确率较低，我们在此充分考虑较高的折价补偿，甚

至可能超过当天价格的范围，因此使用成交当日二级市场对应股票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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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lowP 为基准价格来判断大宗交易的买卖方向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因

此我们以 lowP 作为基准价格，对大宗交易买卖方向进行判断：如果大宗交易

成交价格 blkP 低于 lowP （downtick），我们就判定该笔大宗交易是由卖方发起

的；如果大宗交易成交价格 blkP 高于 lowP （uptick），我们就判定该笔大宗交

易是由买方发起的；如果大宗交易成交价格 blkP 等于 lowP （zero-tick），则无

法判定，由于此类符合 zero-tick 的大宗交易占样本比例较小，我们可以大

致地采用此法对交易发起方向进行判断。 

 

表 4.6  大宗交易的买卖方向判断（以 lowP 为判定标准） 

交易发起方 n 
D_cls D_pcls 

mean median mean median 

Buyer initiated 3313 -0.00869*** -0.00525 -0.00172*** 0 

Seller initiated 8010 -0.07928*** -0.07727 -0.07359*** -0.08059 

      注：***代表在 0.01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依此法判断出的卖方驱动的大宗交易笔数高达 8010 笔，买方驱动的交

易相对较少，只有 3313 笔，然后根据这个结论对下表两个不同价差进行了

分析，发现卖方驱动的价差均值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如果

是卖方发起的交易，一般都是以折价成交；买方驱动的交易价差均值也显

著为负，而且其中位数也为负，说明以此法判断出的买方驱动交易很可能

涵盖了一定比例的卖方驱动交易，因此我们不妨再来以 vwapP 作为基准价格再

进行一次买卖发起方向的判断，得出的结论如表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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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大宗交易的买卖方向判断（以 vwapP 为判定标准） 

交易发起方 n 
D_cls D_pcls 

mean median mean median 

Buyer initiated 1432 0.01337*** 0.00251 0.01189*** 0.00554 

Seller initiated 9891 -0.06905*** -0.06667 -0.0619*** - -0.06361 

      注：***代表在 0.01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用 vwapP 作为判定标准后我们发现：卖方驱动仍然是以显著的折价成交；

而此时买方驱动的交易价差均值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而且其中

位数也为正，说明买方驱动的大宗交易成交价差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现为溢

价的。数据显示，同时卖方发起的交易占比高达 87.35%，也间接反映了说

明“大小非”减持欲望十分强烈。 

4.4  大宗交易折价的多因素分析 

4.4.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Karolyi, Li 和 Liao (2009) 对我国 B 股市场折价决定因素进行分析时

考虑了可以描述公司风险、流通股所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及流动性指标的变

量，本文参考 Fan 和 Hu（2009）研究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折价时所采

用的变量作为分析大宗交易折价率的自变量，具体建模如下： 

, 1 2 3i j j j j jD Institution Branch Complexityα β β β= + + +
    

       4 5 6j j j jVolatility Momentum MCAPβ β β ε+ + + + （4.2） 

其中，i表示如前所述的某种股票价格对应的大宗交易折价（溢价）率；

j 表示第 j 只股票（ 1, 2, ,i I= ⋅⋅⋅ ； 1,2, ,j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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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变量解释及描述性统计 

4.4.2.1  “内在化”交易变量解释与价差影响 

变量 Institution 为虚拟变量，有 0 和 1 两种取值，反映大宗交易的内在

化对价差的影响。Institution 值为 0 表示大宗交易的买卖双方是不同的两家

机构；Institution 取值为 1 表示大宗交易的买卖双方是同一机构的但可以是

不同的分支机构。变量 Branch 同样为虚拟变量，有 0 和 1 两种取值，反映

大宗交易的内在化程度的大小对价差的影响。取值为 0 表示大宗交易的买

卖双方是同一机构相同营业部或分支结构，取值为 1 表示大宗交易的买卖

双方是同一机构的不同的分支机构。 

之所以进行上述虚拟变量的设置是因为，如果交易的买卖双方的代理

机构为同一家中介机构，那么我们可以说明这个交易是“内在化

（internalized）”交易。Gossiman（1996）认为，大宗交易的经纪人知道交

易者的潜在交易需求，将这些不同的潜在交易需求信息汇总起来，就可以

随时根据交易者的交易需求匹配相应的交易对手。如果经纪人在自己的客

户之间可以成交，那么他肯定不会向其他经纪人寻求交易对手。另一方面，

大宗交易者也不愿意自己在交易完成前就将信息泄露，因而也不会同时向

多个经纪人表达其交易需求。  

上交所和深交所对交易信息的公告会披露交易双方的代理机构。表 4.8

描述了我国两证券市场，历年大宗交易“内在化”情况。我们发现，不同

券商之间的非内在化交易数量增幅大于同一券商内进行的大宗交易，说明

我国的非内在化交易更为活跃。 

 

表 4.8  内在化大宗交易的频率 

年份 

内在化交易 非内在化交易 

全市场 沪市 深市 全市场 沪市 深市 

2003 13 9 4 9 4 5 

2004 30 23 7 11 7 4 

2005 88 56 32 15 7 8 

2006 34 26 8 31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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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60 40 20 26 11 15 

2008 353 171 182 842 586 256 

2009 505 307 198 1893 1082 811 

2010 718 429 289 2192 962 1230 

2011 1329 565 764 3174 1134 204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接下来我们再针对大宗交易价差大小与是否进行“内在化”交易的相

关性进行详细分析，结论如表 4.9 所示： 

 

表 4.9  内在化交易与价差之间的关系 

买卖机构及分支是否相同 次数 价差 均值 

非内在化交易 不同金融中介机构 8193 

D_vwap -0.05744***

D_cls -0.06022***

D_pcls -0.05382***

D_hi -0.07793***

D_lo -0.03381***

内在化交易 

同一家金融中介机构（不区

分是不是同一家分支机构）
3130 

D_vwap -0.05272***

D_cls -0.05446***

D_pcls -0.04928***

D_hi -0.07168***

D_lo -0.03052***

同一家金融中介机构机构

的同一家分支机构 
2239 

D_vwap -0.04966***

D_cls -0.05127***

D_pcls -0.04694***

D_hi -0.06865***

D_lo -0.02754***

注：***代表在 0.01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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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对大宗交易买卖机构的异同对大宗交易成交价格的价差的影响

进行了分析。当不同券商，同一家券商的不同营业部，同一家券商下同一

家营业部作为买卖双方的代理机构时，对价差的影响是不同的。从价差方

面来看，三种划分情况下的价差都显著为负，就相同的价差相比较，内部

化交易的价差均值明显比非内部化交易的价差小，而且同一家机构同一个

分支机构内的内部化交易的大宗交易价差均值更小。从交易次数来看，内

在化交易的次数明显少于非内在化交易，在 11323 笔大宗交易中只有 3130

笔，占全部大宗交易的 27.64%，而同一家分支机构内在化交易在整个内在

化交易中的占比为 71.53%。但这与 Booth et al（2002）对芬兰赫尔辛基证

交所大宗交易的研究不同，HES 市场进行楼上交易大宗交易者大多雇佣同

一经纪人，他所取的样本中买卖双方通过不同经纪人进行交易的比例非常

小。这也反映了不同国家大宗交易不同制度以及大宗交易者的交易目的、

风格都各异。虽然说内在化交易可以增加卖方的议价能力，卖方更愿意通

过内部化渠道，但是市场依然是买方市场，所以大部分交易仍然是在不同

券商之间进行的。 

4.4.2.2  其他变量解释 

我们推测，大宗交易额占比会对市场带来流动性冲击，变量 Complexity

为虚拟变量，反应的是大宗交易成交量与成交当日前 60 天平均每日成交量

之比，若该比值大于 1，则 Complexity 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变量

Volatility 表示的大宗交易成交日前 60 个交易日收益率的年化标准差；变量

Momentum 表示大宗交易成交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股票价格的累积收益率；

MCap（Market Capitalization）表示的是大宗交易的股票流通盘的市值，即

使用流通股数乘以股票价格，再乘以 10-12，即将市值单位取为万亿元人民

币。 

4.4.2.3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 4.10 对相关变量做描述性统计，样本剔除了大宗交易前收益率计算

天数未达到 60 天的新股大宗交易，统计结果如下： 

 



第四章  大宗交易定价机制的实证分析 

35 

表 4.9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Maximum Minimum Std. Dev. ADF 

Institution 11302 0.276057 1 0 0.447065 ---

Branch 11302 0.197222 1 0 0.397919 ---

Complexity 11302 0.100159 1 0 0.300226 ---

Volatility 11302 2.144234 38.4966 0.01746 3.111379 -13.2910***

Momentum 11302 1.029434 6.90305 0.20016 0.342893 -7.9524***

MCap 11302 0.0206 1.84135 0.0002 0.072615 -31.4990***

注：***代表在 0.01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我们发现 Institution 和 Branch 两个虚拟变量均值分别是 0.276057 和

0.197222，说明在我国进行大宗交易的投资者还是偏向于选择非内在化交易。

即使买卖双方选择同一机构进行交易，也是由不同分支机构进行交易的数

量更多。Complexity 的均值只有约 0.1，反映了进行大宗交易的股票未实现

全流通的上市公司比例居多，说明大宗交易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限

售股解禁的。大宗交易发生前 60 日累计收益率为正，说明大宗交易发起方

更愿意在股价上涨时进行交易，以便选择较高的成交价格，减少折价带来

的损失。所有的序列都通过平稳性检验，ADF 检验值在 1%的水平下统计显

著。 

4.4.3  大宗交易价差的多因素实证分析 

4.4.3.1  回归结果及意义分析 

我们利用 4.4.1 节中介绍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来对大宗交易价差进行回

归分析，我们以大宗交易成交日二级市场对应股票的最低成交价为基准划

分买方驱动和卖方驱动，选用大宗交易成交价与交易当天二级市场对应股

票最低成交价的价差 D_low 为因变量，分析大宗交易价差的决定因素，回

归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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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全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自变量 

交易方式 
Intercept t-statistic Institution t-statistic Branch t-statistic 

Adjusted 

R2 

All -0.0382*** -23.9122 -0.0035** -2.1773 0.0100*** 5.4764 0.0103 

Buyer_initiated 0.0240*** 15.6690 -0.0042** -2.4663 0.0042** 2.3512 0.0026 

Seller_initiated -0.0644*** -50.4964 -0.0070*** -5.5893 -0.0012 -0.7947 0.0265 

        自 变

量 

交易方式 

Volatility t-statistic Momentum t-statistic MCap t-statistic 

All -0.0004*** -2.9936 0.0039*** 2.9616 0.0447*** 7.4739 

Buyer_initiated -0.0002 -1.3490 0.0002 0.1319 -0.0110*** -2.5306 

Seller_initiated -0.0005*** -4.3208 0.0091*** 8.7894 -0.0194*** -3.1584 

注：***代表在 0.01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代表在 0.05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由于虚拟变量 Institution 和 Branch 反应的是大宗交易内在化对价差的

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将两个系数结合起来分析。Institution 取值为 1 说明大

宗交易是内在化交易，买卖双方为同一家机构；反之其值为 0。Branch 取值

为 1 表示买卖双方是由同一家中介机构同一家分支进行的。变量 Institution

的回归系数为-0.0035，变量 Branch 的回归系数为 0.01，且均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从样本整体来看，由同一机构进行的内在化交易会使得折

价幅度增大，但是如果在同一机构同一分支机构内进行内在化交易就会使

得折价大幅减小，可以说明我国券商各个营业部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内部

经纪制度，相互之间交流较少，各自为政，使得同一家券商不同营业部之

间的交易等同于与其他券商或者中介机构进行交易。 

变量 Institution 的回归系数对于买方驱动和卖方驱动交易均显著为负，

对于买方驱动的交易来说，内在化交易使得折价增加，表明买方的议价能

力更强，能够减少买方的购买成本。但是，对于卖方驱动的交易来说，内

在化交易使得折价增大了，交易对手即买方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因此可

以说我国大宗交易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变量 Branch 对于买方驱动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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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在同一金融中介机构的同一个分支机构中进行

的大宗交易，买方的议价能力会减弱，说明我国的内部化交易大部分仅仅

存在于单个的分支机构中，这个市场信息传递体系不够发达，流动性欠佳。 

变量 Volatility 表示大宗交易前 60 天收益率的标准差，回归系数在总体

和卖方驱动的样本中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二级市场上股价波动越

大，折价交易的价差越大，卖方驱动的交易折价幅度与波动率成正比。变

量 Momentum return 的对于整体和卖方驱动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股票的

额收益率越高，折价交易的价差越小，卖方驱动的交易折价幅度与收益率

成反比。但是二者在买方驱动样本中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买方驱动的交

易价差与二者的关系不大。变量 MCap 的系数整体样本为正且在 1%的水平

下统计显著，说明流通盘市值越大，折价程度越小。但是二者在区分买卖

发起方之后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这可能是受到买卖发起方判定标准的影响。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的得到的结论总结如下： 

1、从样本整体来看，除了 Complexity 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系

数均显著。 

2、我国内在化交易大部分仅存在于各券商的分支机构中，尚未在各家

券商整体内部起到减少大宗交易价差的作用。 

3、从整体样本来看，大宗交易价差与二级市场对应股票收益率的标准

差正相关；与内在化交易程度、二级市场对应股票收益率以及流通盘大小

负相关。 

4.4.3.2  按流通市值划分样本的大宗交易价差分析 

由于二级市场上股票市值大小不一，无法说明大盘股和小盘股在进行

大宗交易时的价差决定因素是相同的，因此在本节中，我们将考察市值不

同的股票进行大宗交易时，交易价差的决定因素。 

我们将 4.4.3.1 中实证所用的 11303 笔大宗交易的样本数据按照流通盘

市值进行样本分区，按照市值大小进行统计分析后，我们按照 300 亿流通

盘市值将样本分为大盘股和小盘股。对大盘股和小盘股进行大宗交易的价

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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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小盘股和大盘股回归分析 
 自变量 

发起方 
截距项 

T 

-statistic  
Ins 

T 

-statistic 
Bra 

T 

-statistic 
Adjusted-R2 

小盘股 -0.0471 

*** 

-27.0049 -0.0035

** 

-2.1647 0.0127 

*** 

6.7038 0.0232 

大盘股 -0.0351 

*** 

-6.3919 0.0128 1.9293 -0.0255

*** 

-3.7470 0.0543 

 自变量  

发起方 
Com 

T 

-statistic  
Vol 

T 

-statistic
Mom 

T 

-statistic 
MCap 

T 

-statistic 

小盘股 0.0064 

*** 

4.3740 -0.0001 -0.4674 0.0054

*** 

3.9905 0.9154 

*** 

11.5316

大盘股 0.0233 1.9039 -0.0018

*** 

-5.4510 0.0199

*** 

3.9677 0.0076 0.9967

注：***代表在 0.01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代表在 0.05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由上表可见，内在化交易对小盘股大宗交易的价差有着显著的影响，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Institution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Branch 的系数显

著为正，且 Branch 的系数绝对值较大。说明小盘股进行大宗交易时对于内

在化交易较为敏感，只有在同一机构同一分支机构中进行交易时才能使得

内部化交易起到减少交易价差的作用，因此仍然说明我国券商内部各分支

机构间信息传递功能不发达，能够通过内部化交易减少折价的大宗交易，

只通过单一分支机构撮合成交。 

而对大盘股进行价差分析中，Institution 的系数不显著，而 Branch 的系

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内在化交易对于大盘股而言反而起到了增

加交易价差的作用，这也说明了在大盘股的大宗交易中，可能由于供求关

系的影响，使得买方的议价能力极强，说明大盘股的大宗交易对市场流动

性的冲击只能通过增大折价程度进行补偿。 

变量 Complexity 表示的意义是大宗交易成交量与交易前 60 天成交量的

比值，若该比值大于 1，则 Complexity 取 1。在之前的总样本回归分析中，

Complexity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在小盘股价差分析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说明大宗交易成交量越大，交易的折价程度就越小。这是因为大宗交

易对于小盘股的二级市场流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

大宗交易的卖方具有绝对的议价能力。从而，大宗交易基本不会影响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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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二级市场供求关系，因此在大盘股大宗交易价差分析中，Complexity

回归系数不显著。同理，变量 MCap 在小盘股的回归方程中显著，而对大

盘股价差的影响则不显著。 

变量 Momentum 对于大盘股和小盘股的价差分析都在 1%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说明收益率越高的股票，大宗交易折价就越小。因为卖方可以不进

行交易而等待股价继续上涨，因此交易需求只是潜在的，因此卖方的交易

意愿也不强烈，而买方希望通过持有股票待其上涨而获利，因而对卖方通

过折价而提供流动性补偿的要求也会降低。变量 Volatility 只对于大盘股的

影响显著，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了大盘股股价波动越大，

大宗交易的折价程度越高。小盘股由于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大宗交

易折价对其收益率的波动程度不敏感。 

4.4.3.3  按流通比例划分样本的大宗交易价差分析 

我国的大宗交易从 2008 年 4 月开始逐渐活跃，主要是为“大小非”解

禁、大股东的减持提供平台。因此，按照我国上市公司目前股权结构中的

流通股比例将大宗交易的样本进行划分，分析全流通股票、流通比例较高

的股票以及流通比例较低的股票在进行大宗交易时的价差决定因素是很有

必要的。我们用 R 表示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的流通股比例，将样本分为：

0.5R < （流通比例较低的股票，以下简称“样本一”）、 0.5 1R< < （流通

比例较高的股票，以下简称“样本二”）以及 1R = （全流通的股票，以下

简称“样本三”）。由于涉及到限售股解禁的相关问题，我们选择卖方驱

动的大宗交易来对这个样本组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11： 

 

表 4.11  股本流通比例不同的个股大宗交易价差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流通股比率 
截距项 

T 

-statistic  
Ins 

T 

-statistic 
Bra 

T 

-statistic  
Adjusted-R2 

R<0.5 -0.0641

*** 

-25.8266 -0.0096

***

-4.4798 0.0042 1.6480 0.0449 

0.5<R<1 -0.0471

***

-21.3310 -0.0092

***

-3.9180 0.0118

***

4.5130 0.0168 

R=1 

 

-0.0637

***

-17.4837 0.0099

***

2.6844 -0.0118

***

-2.7777 0.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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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变量

流通股比率 
Com 

T 

-statistic  
Vol 

T 

-statistic
Mom 

T 

-statistic  
MCap 

T 

-statistic 

R<0.5 -0.0007 -0.03894 -0.0010

***

-5.9650 0.0082

***

3.8938  -0.2938 

*** 

-7.2422

0.5<R<1 0.0105

***

5.2314 0.0000 0.0541 0.0100

***

5.6641 0.0377 

*** 

6.0815

R=1  -0.0045 -1.3581 -0.0017

   ***

-2.6865 0.0079

***

3.0034 -0.1133 

*** 

-3.4778

注：***代表在 0.01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代表在 0.05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三组样本中，关于 Institution 和 Branch 的回归系数符号，全流通样本

和其他两组样本截然相反。对于全流通的上市公司股票参与大宗交易，

Institution 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为正，说明在同一机构进行的

内在化交易对减小了大宗交易的折价程度，卖方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但

是，Branch 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同一机构同一营业部的

内部化交易反而增大了大宗交易的折价程度，这时买方具有较强的议价能

力。对于样本一和样本二而言，结论则刚好与样本三相反，注意 Branch 的

回归系数在样本一的回归结果中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了上市公司流通股

比例不同对大宗价差的影响是不同的，实现了全流通的股票更能使内在化

交易起到减小折价的作用。 

从变量 Volatility 的回归系数我们发现，样本一和样本三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说明股价波动越厉害，大宗交易的折价程度越大，但是该系数对

于样本二不显著。变量 Momentum 的回归系数在三个样本的回归结果中都

显著为正，说明了股票收益率越大，折价程度越小，同时也说明了卖方喜

欢选择股价上涨的时候发起交易，这样能够减小价差成本损失，扩大利益。 

下面我们着重对 MCap 这个变量进行分析，由于样本是按照流通股占

比来分的，因此流通盘的大小对于此次样本划分的回归结果异常重要。我

们发现，MCap 的回归系数对于三个分样本都是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但是符号却不同。对于样本一而言，回归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流通市值

越大，大宗交易的折价程度越高。这是因为对于流通股比例不高的上市公

司而言，大宗交易对其二级市场流动性造成的影响所致。对于样本二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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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流通市值越大，大宗交易的折价程度越小。这有可能

是限售股解禁时，卖方持限售股发起交易，由于流通盘市值已经较大，因

此对二级市场的冲击相对较小，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已经较好，因此折价程

度较低。对于全流通股，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由于上市公司股本已经实现

全流通，因此不存在限售股解禁的问题，可能纯粹是因为大宗交易对市场

供求关系造成的短暂冲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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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宗交易市场冲击与信息风险变化的实证分析 

根据 Keim and Madhavan(1996)的观点，大宗交易的交易成本分为显性

成本和隐性成本两个部分，显性成本一般指的是经纪人收取的佣金手续费

等等，是不可回避的；而隐性成本是只大宗交易参与者参与交易之后会对

市场产生价格冲击，引起股票价格与大宗交易发生前的价格发生偏离，由

此而引发的机会成本。而这种成本是可以最小化的，能使交易者扩大交易

利润。所以，研究这部分隐性成本，即大宗交易的市场冲击，对大宗交易

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5.1  大宗交易的市场冲击 

5.1.1  大宗交易市场冲击的定义及划分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大宗交易对的市场冲击可以分为长期冲击和短期冲

击，长期冲击是指在大宗交易过程中有新信息的加入，改变了股票的内在

价值，从而使得股价根据新的价值彻底改变；而短期冲击普遍认为是由于

大宗交易对二级市场流动性造成了短暂的影响，使得市场供求关系平衡暂

时被打破了，这个冲击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回复的。按照 Keim and 

Madhavan(1996)对市场冲击的定义，我们将总市场冲击（Price Impact）定

义为大宗交易价格与当日收盘价格的对数之差，对于卖方驱动的大宗交易，

总冲击用 sPI 表示，买方驱动的总冲击表示为 bPI ： 

log( ) log( )b blk clsPI P P= −                                 (5.1) 

(log( ) log( ))s blk clsPI P P= − −                              (5.2) 

其中， bPI 是指买方发起的大宗交易对市场的总冲击； 

      sPI 是指卖方发起的大宗交易对市场的总冲击； 

我们将总冲击（PI）分为永久冲击（也叫长期冲击，Long-term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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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临时性冲击（也叫短期冲击，Short-term Imapct），即 PI LI SI= + 。将临

时性冲击定义大宗交易成交价格与为大宗交易成交日 n 天之后的标的股价

收盘价之差： 

log( ) log( )b blk nSI P P= −                                （5.3） 

( )log( ) log( )s blk nSI P P= − −                             （5.4） 

其中， bSI 是指买方发起的大宗交易对市场的临时性冲击； 

      sSI 是指卖方发起的大宗交易对市场的临时性冲击； 

如果大宗交易的买方（卖方）成交价如果高于（低于）当日收盘价，

那么大宗交易就对市场相应产生了一个暂时性的正冲击；反之，如果大宗

交易的买方（卖方）成交价如果低于（高于）当日收盘价，那么大宗交易

就对市场相应产生了一个暂时性的负冲击。接下来将永久性冲击定义为为

大宗交易成交日 n 天之后的标的股价收盘价与大宗交易当天标的股票收盘

价之差： 

log( ) log( )b n clsLI P P= −                                 （5.5） 

( )log( ) log( )s n clsLI P P= − −                              （5.6） 

其中， bLI 是指买方发起的大宗交易对市场的长期冲击； 

      sLI 是指卖方发起的大宗交易对市场的长期冲击； 

大宗交易对市场的永久性冲击是对股价产生了长期的永久的改变，说

明有知情交易者将新信息带入了市场中，引起了股票价值的变化。既然有

知情交易者参与了交易，那么可能给市场带来了信息风险，因此在接下来

的研究将针对大宗交易前后信息风险，用经典的 PIN 模型对知情交易概率

的进行直接量化测度。 

5.1.2  大宗交易市场冲击的实证结果 

表 5.1 把大宗交易对市场的价格冲击的考察期拉长，考察未来 20 个交

易日的永久性冲击和临时性冲击，结果发现永久性冲击和临时性冲击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其中，临时性冲击的幅度较大，但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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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短；永久性冲击在未来的 20 个交易日内都有显著地效应。 

 

表 5.1  大宗交易与市场冲击 

event 

period 

permanent transitory 

all buyer seller all buyer seller 

[1,1] -0.00714*** -0.00417*** -0.00757*** -0.0545*** 0.01701*** -0.06485***

[1,2] -0.00983*** -0.00496*** -0.01053*** -0.0518*** 0.0178*** -0.06188***

[1,3] -0.01043*** -0.00751*** -0.01085*** -0.05121*** 0.02035*** -0.06156***

[1,4] -0.01115*** -0.00857*** -0.01153*** -0.05048*** 0.02141*** -0.06089***

[1,5] -0.01131*** -0.01081*** -0.01139*** -0.05032*** 0.02365*** -0.06103***

[1,6] -0.01251*** -0.01194*** -0.01259*** -0.04913*** 0.02478*** -0.05983***

[1,7] -0.01198*** -0.01067*** -0.01217*** -0.04965*** 0.02351*** -0.06024***

[1,8] -0.01246*** -0.01033*** -0.01276*** -0.04918*** 0.02317*** -0.05965***

[1,9] -0.01269*** -0.00763** -0.01342*** -0.04894*** 0.02048*** -0.05899***

[1,10] -0.0132*** -0.00816*** -0.01393*** -0.04843*** 0.021*** -0.05849***

[1,11] -0.01386*** -0.00742** -0.01479*** -0.04777*** 0.02027*** -0.05762***

[1,12] -0.01578*** -0.00932*** -0.01672*** -0.04585*** 0.02216*** -0.0557***

[1,13] -0.01688*** -0.00864** -0.01807*** -0.04475*** 0.02148*** -0.05434***

[1,14] -0.01863*** -0.01448*** -0.01923*** -0.04301*** 0.02733*** -0.05319***

[1,15] -0.01921*** -0.01535*** -0.01977*** -0.04242*** 0.02819*** -0.05264***

[1,16] -0.01968*** -0.01453*** -0.02042*** -0.04196*** 0.02738*** -0.05199***

[1,17] -0.02093*** -0.01329*** -0.02203*** -0.0407*** 0.02613*** -0.05038***

[1,18] -0.02127*** -0.01385*** -0.02234*** -0.04036*** 0.0267*** -0.05007***

[1,19] -0.02142*** -0.01275*** -0.02267*** -0.04021*** 0.0256*** -0.04974***

[1,20] -0.02197*** -0.01092*** -0.02357*** -0.03966*** 0.02377*** -0.04884***

注：***代表在 0.01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首先分析永久性冲击。上表的数据表明我国的大宗交易不管是买方驱

动还是卖方驱动的都是含有信息的，因为使得股票价格发生了长时间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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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没有仅仅因为流动性原因而恢复到原来的均衡水平。针对卖方驱动的

大宗交易的信息可以被理解为与“大小非”解禁有关，或者是股份制改革

进程中的上市公司有内幕信息等知情事件等发生，造成大股东采用大宗交

易进行股权转让等。因为限售股的解禁实际上可以说是限售股持有者在二

级市场上的高额套现，以极低的原始股成本来获取与市价相近的卖价。因

此，大小非的解禁一般会引起股价的彻底改变，股价下跌。所以如果是以

解禁为目的卖方驱动的大宗交易卖方基本是获利的，而原本的二级市场流

通股股东则会遭受股价下跌的损失。 

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在中国，买方驱动的大宗交易也会对市场产生

负的永久性冲击，即在未来长达 20 天时间里，买方驱动的大宗交易的交易

者的超额收益都为负值（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与我过股权分置改革相

应政策的实施有关。因此从实际数据来看，一些机构投资者所说的通过购

入新解禁的限售股，然后迅速找到接盘方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的获利至少在

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因此对于我国大宗交易投资者来说，进行大宗交易很

难使得自身获利，大都迫于流动性的需求或者是投资决策的策略需要。 

短期冲击一般是由于二级市场供求关系的暂时性不平衡了引起的。造

成短期冲击一般是指流动性方面的冲击。大宗交易完成后股票价格会出现

一个反转：在买方发起的大宗交易成交后，一般首先对市场价格造成正冲

击，但是股价随后会逐步回落；反之，在卖方发起的大宗交易成交之后，

一般首先会造成负冲击，但是股价随后会逐步回升。从上表的观测中我们

验证了这个结论，即卖方驱动的大宗交易使得股价随后缓慢上升，从最早

的 6.49%的折价减少到 4.88%，即股价缓慢回复的过程。但这种理论上的反

转现象在卖方驱动的交易中没有出现，对于买方驱动的溢价在未来 20 天的

样本观测期中却没有明显地回落。这说明买方驱动的投资者可能是知情交

易者，因私有信息而发起交易，但是在其进行完大宗交易，等待好消息发

生的时间里，没有将股票出手变现，使得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尚未恢复，

从而买方驱动的大宗交易发生后股价没有出现回落的反转。这也进一步说

明了买方驱动的大宗交易可能是含有私有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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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模型基本假设 

Easley, Kiefer, O’Hara and Paperman(1996)假设市场上只存在两种类型

的交易者——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每日可能发生的知情事件只有

两类——好消息与坏消息。知情交易者是否进行交易取决于知情时间的发生

以及发生的类型，而非信息交易者因为自身流动性的需求和策略投资或资

产配置等每日都会进行交易。同时，模型还假定所有的知情者都是风险中

性的，洞察到好消息则买进股票；反之，洞察到坏消息他们则会卖出股票。

每个交易日内时间为连续的， [0, ]t T∈ ，交易者在 1, 2, ,i I= ⋅⋅⋅ 个交易日内与做

市商进行交易，做市商被假定为期望利润为零的风险中性者，可以在任何

交易时间内决定与交易者进行交易的买卖价格。 

5.1.1.2  交易日的资产交易过程 

在每个交易日前，首先由自然决定知情事件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的类型。

每日知情事件发生的概率为α 且每个交易日的知情事件发生概率相互独立，

反之没有知情事件发生的概率则为1 α− ；知情事件是坏消息的发生概率为

δ ，则好消息发生概率为 1- δ 。每个交易日的资产价值都会完全反映当日的

所有信息，下一个交易日的资产价值不会受到前一个交易日信息的影响。

每个交易日内，无论是知情交易者还是非知情交易者的订单平均到达率都

服从泊松分布且每个到达率相互独立。非知情交易者的买单和卖单到平均

达率均为 ε ，而知情交易者的行为则与信息事件有关。假定信息交易者的订

单到达数量(无论买单或卖单)服从一个均值为 μ 的泊松分布，且所有类型交

易者的交易行为都是相互独立的。交易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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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上交所大宗交易笔数月数据 

注：α 为某个交易日发生知情事件的概率； δ 为坏消息发生的概率；  

μ 为知情交易到达率； ε 为非知情交易；到达率均为日平均到达率 

 

上图显示了经典的 PIN 模型中一个交易日内的整个交易过程。第一个

节点即每个交易日开盘之前，由自然决定该交易日知情事件是否发生，如

果知情事件发生（α ），再将之区分为好消息（1 δ− ）和坏消息（ δ ）。给

定已区分的事件之后，买卖单到平均达率都服从泊松分布。当坏消息发生

时，知情交易者选择出售股票，故只会存在非知情交易者的买单且到达均

值为 ε ，卖单则为知情交易者订单到达率与非知情交易者订单到达均值之和

为 ε μ+ ；同理当好消息发生时，知情交易者选择购买股票，此时买单为所

有交易者订单到达率为 ε μ+ ，此时只有非知情交易者才回卖出股票，故卖

单到达均值为 ε 。在没有消息发生时，知情交易者不参与交易，市场上只有

非信息交易者，因此买卖单的到达均值都为 ε 。 

5.1.1.3  经典 PIN 模型对信息风险的测度 

在时刻 t，做市商关于“没有知情事件”（n）、“坏消息”（b）和“好

 

没有信息事件发生概率1 α−  

知情事件发生概率

买单达到率ε  

卖单到达率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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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消息发生概率δ  

好消息发生概率1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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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g）的先验信念可以定义为 ( ) ( ( ), ( ), ( ))n b gP t P t P t P t= ，即假设做市商

能够根据贝叶斯法则利用到达的交易指令来随时更新他对市场知情事件的

信 念 ， 如 0 时 刻 ， 做 市 商 对 知 情 事 件 的 先 验 信 念 为

(0) ( (0), (0), (0)) (1 , , (1 ))n b gP P P P α αδ α δ= = − − 。令 tB 表示 t 时刻买入订单的到

达数， tS 表示 t 时刻卖出订单的到达数，令 ( )tP t S 为做市商根据过去的交易

时间内所有交易的历史资料以及时刻 t 一个卖出订单到达后所更新的条件

先验信念，则根据贝叶斯法则对于一个卖出订单在 t 时刻到达，做市商对于

时刻 t 没有消息发生的事后信念修正为：  

( )
( )

( )
n

n t
n

P t
P t S

P t

ε
ε μ

=
+

                                    （5.7） 

其中，分母表示所有情况下卖单的期望值，分子表示没有知情事件发

生时的卖单期望值；同理对于时刻 t 坏消息发生的事后概率和好消息发生的

时候概率可分别表示为： 

( )( )
( )

( )
b

b t
b

P t
P t S

P t

ε μ
ε μ

+=
+

                                   （5.8） 

( )
( )

( )
g

g t
b

P t
P t S

P t

ε
ε μ

=
+

                                    （5.9） 

在 t 时刻，根据以上思想定义知情交易概率（Probability of Informed 

Trading，PIN）为有知情交易者发出的交易订单占总交易订单数的概率，PIN

值可由下式表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b

g b n g b n

P t P t
PIN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μ μ
ε μ ε ε ε ε μ ε

+
=

+ + + + + + +
             

(5.10） 

由于在任意时刻，
( ) ( ) ( ) 1n b gP t P t P t+ + =

，上式可简化为： 

(1 ( ))
( )

2 (1 ( ))
n

n

P t
PIN t

P t

μ
ε μ

−=
+ −

                                 (5.11) 

只要给定 t 之前交易时间内的全部交易资料，则可以利用上式估计出任

何时刻的知情交易概率。信息风险 PIN 表示知情交易者的交易订单占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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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订单的比例，与知情交易订单的到达率以及非知情交易订单的到达率有

关，也与知情事件发生概率相关。 

另一方面，假设证券在第 i 个交易日结束后的价值是随机数

, 1,2, ,iV i I= ⋅⋅⋅ 。交易日 i 发生坏消息，则交易日结束证券价值为 b
iV ，同样的，

如果发生好消息，则交易日结束证券价值为 g
iV ；如果没有知情事件发生，

则证券价值为 n
iV ， b

iV < n
iV < g

iV 。a(t)和 b(t)分别代表在时刻 t 的订单到达之

前的历史交易信息和有人想要卖出和买进一单位资产的卖价和买价（条件

期望值），可以验证 t 时刻做市商的买卖价差为： 

( ) ( ) ( )t a t b t= −  

( ) ( )
{ } { }

( ) ( )
g g bb

i i i i
g b

P t P t
V E V t E V t V

P t P t

μ μ
ε μ ε μ

= −   −   −   + +
           (5.12) 

同样可以推导出，当市场上无知情交易者（ 0μ = ），则素有指令都为

非知情交易指令，是的买卖价格等于 t 时刻的条件资产期望值。反之，如果

市场上全部为知情交易者（ 0ε = ），则 ( ) b
ib t V= ， ( ) g

ia t V= 。 

综合前文所述：如果无知情事件（ ( ) 1nP t = ），或者知情交易者订单到

达率为零或者说根本无知情交易者（ 0μ = ），那么 PIN 值为 0 且无买卖价

差，即 ( ) ( ) 0a t b t− = ；反之，如果所有交易者都是知情交易者，则非知情

交易者的订单到达率 0ε = ，那么 PIN 的值为 1 且买卖价差为 g b
i iV V− ，即

( ) ( ) g b
i ia t b t V V− = −

。 

5.2.1.4  经典 PIN 模型的参数估计 

由于知情事件是不可观测的，所以知情事件（没有消息、发生坏消息

和好消息）发生的概率决定参数α 和 δ 是未知的。从订单到达方面来看，由

于我们能通过交易数据观测到的只有买单和买单的到达率，但是无法得知

到底是知情交易者的订单到达还是非知情交易者的订单到达，从而知情交

易者订单到达率 μ 和非知情交易者订单到达率 ε 也不可直接观测。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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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向量参数 ( ), , ,θ α δ ε μ= 进行估计。 

对于每个独立的交易日，三种知情事件的情况以及交易订单到达率可

以利用混合概率模型来描述，用每一分支的概率权重乘以该分支的泊松分

布，这样得到一个混合泊松分布，其混合似然函数如下： 

( )( ) ( ) ( ) ( )
, 1

! !

B S

T TT T
L B S e e

B S
ε εε ε

θ α − −= − ×
 

( ) ( ) ( )
! !

SB

TT
TT

e e
B S

ε με ε με
αδ − +− +  + ×  

( ) ( ) ( ) ( ) ( )
1

! ! !

B B S

T T
T T T

e e
B B S

ε μ εε μ ε ε
α δ − + −+  + − ×      (5.13) 

其中，B 和 S 分别表示交易日总时间 T 内观察到的订单数，B 表示买

单，S 表示卖单，在一个给定的交易日，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所估计出来的

参数α 和 δ 是介于 0 和 1 之间的概率；在 I 个交易日内，可以利用每日累积

的总买卖单数量估计出日间的这些参数，并且交易日之间彼此独立，则 I

个交易日内的买卖单数量 ( ) 1
,

I

i i i
M B S

=
= 的似然函数为每日似然函数乘积： 

( ) ( )( )
1

,
I

i i
i

L M L B Sθ θ
=

= ∏
                               (5.14) 

因此，只要最大化方程中的似然函数，就可以对参数向量θ 进行估计。 

5.2.2  样本数据来源 

经典的 PIN 模型的参数估计需要每只股票每天由买方和卖方发起的交

易笔数，为了计算每天买方和卖方发起交易的数量，本文使用的是分笔交

易数据。Easley，Kiefer and O’Hara（1997a）[56]的研究表明 60 个交易日的

数据就可以充分估计得 PIN 模型的参数，由于分笔数据较难获得，加之 2009

年 9 月的数据缺失，因此本文选取了 2009 年 4 月和 5 月两个月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生全部大宗交易，总计 78 笔交易为样本，来研究这些标的股票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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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交易发生前后信息风险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样可以保证交易前后

能有 60 个以上的交易日，得到可靠的参数估计。 

分笔数据取自于万得金融高频数据库的分笔数据，样本区间为 2008 年

12 月 1 日——2009 年 8 月 31 日所有交易日。分笔数据包含每个交易日内

的每分钟的每笔成交报价数据，具体有证券代码、名称、日期、时间、最

新价、本笔成交量、本笔成交金额、买卖方向等，由于数据本身包含了买

卖方向，我们就不需要根据 Lee and Ready（1996）[55]提出的判定法则进行

交易方向判断了。 

对于 2009 年 4 月和 5 月只发生一次大宗交易的股票，我们直接测算其

前后两个 PIN 值，以此来测度大宗交易的发生是否对股票信息风险产生影

响；由于同一只股票在两个月内可能发生多笔大宗交易，针对这种股票，

由于两个月时间不是很长，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发现大宗交易对市场的冲

击在 20 天内都是显著的，因此我们分别取第一次大宗交易发生时间和两个

月内最后一次大宗交易发生之后的分笔交易数据，分别估计出两个 PIN 值。  

另外，我国的涨跌停制度使得一支股票如果某交易日价格涨停后提交

的更高价格的限价卖单被视为无效，使得买单堆积，却无限价卖单，此时

的交易发生便相当于全部由卖方发起，买方因为卖单被限无效故而无法交

易。即使涨停通常意味着好消息的发生，但涨跌停板的限制使得涨停后的

交易全部变成了卖方发起，从而扭曲了指令流的信息含量。本文剔除了这

种制度的影响，将出现涨跌停交易日的交易笔数全部强制设为 0。 

5.2.3  模型参数估计 

本文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来对混合分布函数进行参数估计，对(5.14)取

对数得到： 

( )( ) ( )( )
1

ln ln ,
I

i i
i

L M L B Sθ θ
=

 =  
 
∏

                        (5.15) 

然而，该式没有最大化问题的解析解，只能采用数值最大化对上式进

行优化求的最优解。可以采用 Easley，Hvidkjaer and o’Hara(2005)推荐将似

然函数进行因式分解，以简化优化过程，具体推导参考杨伟（2009）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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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PIN 模型中的因式分解的推导。 

( )( ) ( ) ( ) ( )1
1

, ln ln ln ln
I

I

i i b s i b s i b i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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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B S M x x B Sθ ε ε ε μ ε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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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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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 s b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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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 e x x x xμ μα δ αδ α−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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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其中， ( ) ( )( )min , max , / 2i i i i iM B S B S= + ；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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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x
ε

ε μ
=

+ ；                                     （5.19） 

对于初值的选取，本文参考了 Albuquerque, Francisco and Marques (2008)

的初值选取方法，但是只要存在最优解的话，这个解并不受初值的影响，

初值从（0,1）取值，因此我们可以将参数初值均设置为 0.5。对模型的估计

结果如下，PIN 值见下表： 

 

表 5.2  实证结果：大宗交易前后的 PIN 值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第一次大宗

交易日期 

pre-trade 

PIN 

后一次大宗

交易日期 

post-trade 

PIN 

600000.SH 浦发银行 2009-4-15 0.1135 2009-4-15 0.0060 

600005.SH 武钢股份 2009-4-15 0.0122 2009-4-15 0.4493 

600011.SH 华能国际 2009-4-15 0.0444 2009-4-15 0.0588 

600015.SH 华夏银行 2009-4-15 0.0510 2009-4-15 0.4635 

600016.SH 民生银行 2009-4-15 0.0717 2009-4-15 0.0693 

600018.SH 上港集团 2009-4-15 0.0054 2009-4-15 0.0088 

600019.SH 宝钢股份 2009-4-15 0.0210 2009-4-21 0.0161 

600028.SH 中国石化 2009-4-15 0.0027 2009-4-15 0.0213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09-4-15 0.0333 2009-4-27 0.4663 

600031.SH 三一重工 2009-4-28 0.0214 2009-4-28 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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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36.SH 招商银行 2009-4-15 0.0613 2009-4-16 0.4625 

600050.SH 中国联通 2009-4-15 0.0882 2009-4-15 0.4557 

600069.SH 银鸽投资 2009-5-20 0.0120 2009-5-20 0.4584 

600077.SH 百科集团 2009-4-7 0.0343 2009-4-29 0.0491 

600090.SH 啤酒花 2009-4-15 0.1028 2009-4-15 0.0360 

600100.SH 同方股份 2009-5-8 0.0469 2009-5-8 0.4565 

600104.SH 上海汽车 2009-4-15 0.0002 2009-4-15 0.4394 

600110.SH 中科英华 2009-5-22 0.0077 2009-5-26 0.0099 

600150.SH 中国船舶 2009-4-15 0.0400 2009-4-24 0.0532 

600188.SH 兖州煤业 2009-4-15 0.0448 2009-4-15 0.4593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09-5-11 0.0310 2009-5-11 0.4564 

600222.SH 太龙药业 2009-5-14 0.0199 2009-5-18 0.1073 

600252.SH 中恒集团 2009-4-14 0.0140 2009-5-13 0.0101 

600276.SH 恒瑞医药 2009-5-26 0.0975 2009-5-26 0.0340 

600283.SH 钱江水利 2009-4-1 0.0622 2009-4-1 0.0082 

600288.SH 大恒科技 2009-4-24 0.0491 2009-5-22 0.1416 

600338.SH ST 珠峰 2009-4-1 0.0733 2009-4-7 0.0215 

600366.SH 宁波韵升 2009-5-27 0.2282 2009-5-27 0.0139 

600373.SH 中文传媒 2009-5-27 0.0350 2009-5-27 0.0347 

600379.SH 宝光股份 2009-5-27 0.0572 2009-5-27 0.0692 

600406.SH 国电南瑞 2009-5-13 0.1573 2009-5-13 0.0140 

600439.SH 瑞贝卡 2009-4-14 0.0367 2009-5-6 0.0089 

600475.SH 华光股份 2009-5-21 0.1401 2009-5-22 0.0058 

600478.SH 科力远 2009-5-5 0.0336 2009-5-6 0.0344 

600480.SH 凌云股份 2009-4-20 0.0359 2009-4-20 0.1952 

600482.SH 风帆股份 2009-4-23 0.0780 2009-4-23 0.0544 

600502.SH 安徽水利 2009-5-25 0.0883 2009-5-25 0.0520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09-4-15 0.0316 2009-4-24 0.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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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565.SH 迪马股份 2009-4-10 0.0482 2009-4-10 0.1093 

600579.SH ST 黄海 2009-5-21 0.1604 2009-5-21 0.0218 

600585.SH 海螺水泥 2009-4-15 0.1491 2009-4-15 0.0013 

600586.SH 金晶科技 2009-4-7 0.0088 2009-4-7 0.0561 

600597.SH 光明乳业 2009-4-17 0.0292 2009-4-29 0.0579 

600601.SH 方正科技 2009-4-21 0.0056 2009-4-21 0.4495 

600605.SH 汇通能源 2009-4-14 0.0792 2009-5-18 0.0312 

600628.SH 新世界 2009-5-18 0.0818 2009-5-25 0.0558 

600711.SH 盛屯矿业 2009-5-20 0.0047 2009-5-26 0.0370 

600721.SH 百花村 2009-5-18 0.0289 2009-5-18 0.0362 

600763.SH 通策医疗 2009-5-20 0.0684 2009-5-20 0.0318 

600773.SH 西藏城投 2009-4-21 0.0483 2009-4-30 0.1473 

600837.SH 海通证券 2009-4-13 0.4532 2009-5-14 0.4646 

600872.SH 中炬高新 2009-5-21 0.0904 2009-5-21 0.0131 

600900.SH 长江电力 2009-5-20 0.0083 2009-5-22 0.4521 

601006.SH 大秦铁路 2009-4-15 0.4546 2009-4-15 0.0572 

601088.SH 中国神华 2009-4-15 0.0767 2009-4-15 0.0239 

601099.SH 太平洋 2009-4-23 0.0765 2009-5-27 0.0548 

601111.SH 中国国航 2009-4-15 0.0130 2009-4-15 0.0185 

601166.SH 兴业银行 2009-4-2 0.0070 2009-4-10 0.4398 

601168.SH 西部矿业 2009-4-28 0.0942 2009-4-28 0.4661 

601169.SH 北京银行 2009-4-15 0.0048 2009-4-15 0.0734 

601186.SH 中国铁建 2009-4-15 0.4640 2009-5-11 0.4473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09-4-24 0.0204 2009-5-11 0.4525 

601328.SH 交通银行 2009-5-22 0.0095 2009-5-22 0.4443 

601390.SH 中国中铁 2009-4-15 0.0181 2009-4-27 0.0252 

601398.SH 工商银行 2009-4-15 0.0097 2009-5-27 0.4542 

601600.SH 中国铝业 2009-4-15 0.0574 2009-4-15 0.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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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601.SH 中国太保 2009-4-9 0.0291 2009-5-15 0.0169 

601628.SH 中国人寿 2009-4-15 0.4460 2009-5-11 0.4495 

601766.SH 中国南车 2009-4-15 0.0628 2009-4-24 0.0276 

601808.SH 中海油服 2009-4-15 0.0882 2009-4-15 0.0539 

601857.SH 中国石油 2009-4-15 0.4468 2009-4-27 0.4424 

601898.SH 中煤能源 2009-4-15 0.4531 2009-4-24 0.4557 

601899.SH 紫金矿业 2009-4-15 0.1554 2009-5-22 0.1111 

601919.SH 中国远洋 2009-4-15 0.0583 2009-4-15 0.1530 

601939.SH 建设银行 2009-5-26 0.0269 2009-5-26 0.1110 

601988.SH 中国银行 2009-4-15 0.0066 2009-4-15 0.0643 

601991.SH 大唐发电 2009-4-15 0.0233 2009-4-15 0.1164 

601998.SH 中信银行 2009-4-15 0.0849 2009-4-15 0.4387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5.5  大宗交易前后信息风险的变化散点图 

根据表 5.2 我们做出 PIN 值的对比散点图（图 5.5），通过直观地观测：

我们可以发现在大多交易后，PIN 值的增大的迹象很明显，说明大宗交易之

后信息风险陡增，也有变小的样本，但是数量及变化幅度都不及 PIN 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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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程度，因此，我们就大宗交易前后的 PIN 值变化做一个统计分析。我

们发现大宗交易前后 PIN 值变大的股票数为 47 只，平均变化幅度高达 34.96

倍，其中最高的是 2009 年 4 月 15 日上海汽车（600104.SH），PIN 值从发

生交易前的 0.0002 增大到 0.4394，变化幅度高达 2196 倍；而大宗交易后

PIN 值变化最大值仅为一倍，平均减小幅度只有 22.22%。 

 

表 5.3  大宗交易前后 PIN 值统计分析 

股票数量 平均变化幅度 变化幅度最大值 变化幅度最小值 

PIN 值变大 47 3496.12% 219600% 1% 

PIN 值变小 31 -22.22% 99% -1% 

 

表 5.4  大宗交易前后 PIN 值变化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pre-trade PIN 78 0.0837885 0.1158817 0.4640 0.0002  0.04753

post-trade PIN 78 0.1748603 0.1905124 0.4663 0.0007  0.05835

difference 78 -0.0910718*** 0.2012550 -0.0023 -0.0005  -0.01082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从表 5.4 可见，大宗交易发生前后，PIN 值的均值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t 值为-3.9965，可以拒绝均值之差为零的原假设，说明 PIN 值有了

显著增大的变化，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知情交易者能够通过大宗交易

给市场带来信息，从而改变股价。 

结合之前对大宗交易引起的市场冲击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宗交

易带来的市场冲击在交易发生后 20 天内都是显著的，无论是临时性冲击还

是永久性冲击，是卖方发起的还是买方发起的，造成的价格冲击都显著为

负。短暂性冲击是对市场供需关系造成暂时性的不平衡，之后通过市场流

动性的自我调节，可以回复；另一种是由于信息的进入造成了股票价值发

生了彻底的改变，知情事件的携带者极有可能就是参与大宗交易的知情交

易者，我们在此检验出的 PIN 值变化是显著的，说明大宗交易的信息含量

极大，极有可能内幕信息的存在，从而引发股票的信息风险增大，这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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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印证了永久性冲击的显著性。 

但是本文由于 2009 年 9 月的高频一分钟分笔数据缺失，作为可观测的

样本量较少，只有 78 只参与大宗交易的股票，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会造

成片面的结论，结论存在一定的可信度问题，加上之前大宗交易对市场短

暂冲击的分析，发现短暂冲击也是在交易发生之后 20 天内都是显著的，我

们采用的 PIN 值测算可能没有完全排除流动性造成的影响，也可能会造成

结论的偏颇。 

信息风险或者信息不对称性在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的相关研究中是备受

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因为信息风险越大，意味着知情交易者可以通过其

私有信息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股票而获利，造成非知情交易者遭受信息不对

称带来的损失，因此对信息风险进行准确测度不管是对市场绩效评价还是

资产定价、风险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此测算出我国市场大宗交易

前后信息风险的变化程度，证明了我国的大宗交易制度可能还不够完善，

流动性还不够充裕，市场体系还不够发达。因此，一笔大宗交易可能会造

成市场的羊群效应，会使得投资者盲目跟风，市场会相应地产生大量的噪

声，从而干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因此，在“大小非”继续减持、我国股

权分置改革尚未完成的时候，关注大宗交易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投机机会，

但是不能盲目地误判为知情事件，投资者需要理性分析，谨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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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和未来发展方向 

6.1  本文主要结论  

关于大宗交易的定价机制和市场冲击的研究对于我国今年正在迅速发

展的大宗交易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大宗交易的定价机制和市场冲击

以及大宗交易前后的信息风险变化，得出了以下结论： 

1、我国大宗交易大多为折价交易，这是由于大多交易是由卖方驱动造

成的，因为卖方会为交易对手方提供的流动性而付出一定的折价作为交易

对方的报酬。是否是“内在化”交易、交易量的占比、标的公司股票的收

益率、波动率以及流通盘市值都对交易价差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不同

的样本划分，各变量对于价差的决定作用是不一致的。 

2、买方驱动和卖方驱动的大宗交易对市场价格的冲击都是显著的。短

暂冲击主要是由于流动性造成的，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回复；长期冲击可能

是由于信息泄露而影响到股票内在价值，从而彻底地改变股价；本文经过

验证，在大宗交易 20 天以内，短期冲击和长期冲击都是显著异于零的，说

明大宗交易对二级市场确实存在一定的压力，而且可能有新信息伴随大宗

交易进入市场，引起股价的波动。 

3、本文利用经典的 PIN 模型测度出在大宗交易前后信息风险，并证明

交易前后 PIN 值确实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说明大宗交易本身是带有信息的，

且信息被知情交易者通过大宗交易带入了市场，造成了股票信息风险的增

大。 

6.2  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采用了经典 PIN 模型对大宗交易前后的信息风险变化进行了测度，

但是由于分笔数据的欠缺，首先是造成了样本量的匮乏，未来研究可以继

续搜寻数据，扩大样本容量；再者，造成模型的参数估计期较短，可能尚

未排除流动性冲击的影响，今后的分析中可以延长参数估计期，剔除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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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冲击，增加结果的可信度。  

本文还可以进一步证实大宗交易的信息含量，我们还可以区分买方和

卖方驱动的大宗交易的 PIN 值改变程度，这样可以检验很多文献关于买方

驱动的信息优势要大于卖方驱动信息优势的说法。对于短时间内多次发生

大宗交易的标的股票，应该区分对待，两次大宗交易间隔相对较长的应该

另行考虑，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更为考虑细节，控制可控的风险。另外，

由于经典 PIN 模型自身有很多不足，已经被一些学者所质疑，因此，不妨

根据实际情况试着用一些更符合交易情况的改进的模型进行更好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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