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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市场信息溢出问题是价格发现领域的关键

问题之一。为加快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促进我国资

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我国于2014年11月
17日开始实行沪港通政策。沪港通是指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

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

市的股票，是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目前

沪港通采用沪股通和港股通限额管理。沪港通开通

后会对我国沪市和香港地区股票市场带来何种影

响？是否增强了两个市场的关联，从而促进了我国

股票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这些问题为本文研究

的核心。

本文应用了多种方法对我国股票市场信息溢出

进行了分析，包括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混合

Copula模型和事件分析法。首先通过Granger因果

关系检验对沪市、香港股市、美国股市三个市场彼此

之间是否具有影响关系做出简单判别，然后建立混

合Copula模型，对沪港通政策实施后我国沪市股

票价格变动的信息溢出对其他股市造成影响的具

体值进行度量，最后运用事件分析法比较沪港通政

策实施前后各个股市的反应。

二、文献综述

实际上对于信息溢出检验以及不同市场间的联

动性检验和市场信息跨境传播机制、传染方向的研

究在很早以前就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话题。

国外学者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Engle等[1]引出外汇市场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信息传

递，提出了热扩散假定和流星雨假定。热扩散假定认

为该日市场价格的变动会影响次日该市场价格的变

化，也就是所谓的持续性，而这一持续性不会影响其

他国家的市场；流星雨假定则认为虽然有着反应时

间，但是某市场价格的变化确实会影响另一个市场。

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股票市场也存在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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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和热扩散假定？Lee等[2]在研究NASDAQ与亚

洲市场波动溢出时验证了股票市场流星雨假定和热

扩散假定的存在，证明了股票市场价格信息波动的

跨境传播。而在21世纪以前已有国外学者研究流星

雨假定，实证分析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关

系。Barndorff－Nielsen等[3]将股票市场的整体波动

分解为平稳波动和剧烈波动，平稳波动表示一般情

况下股市的变动走势，剧烈波动表示股市的动荡，之

后他们验证了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跳跃波动能够对

另一给定股票市场产生更显著的影响。

Tsai[4]对投资者恐慌情绪进行建模，选择发达

国家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研究彼此之间的影响关

系，得到如下结论：美国股市是主要的信息传出国，

当美国股市对其他市场传播信息时，恐惧指数与溢

出效应显著相关且美国股市的溢出效应表现出不对

称性。

也有部分学者着眼于新兴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

效应，Korkmaz等[5]对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

埃及、土耳其、南非（简称CIVETS）国家之间的波动

溢出效应进行分析。Rafiqul- Bhuyan 等 [6] 利用

GARCH模型研究发达市场如美国股市与巴西、俄

罗斯、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市场（简称BRICS）
和BRICS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溢出效应的关系，结果

显示美国股市是主导，对外围股市都有影响，并且中

国股市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可以对印度和美国股

市产生细微的影响，同时验证了BRICS市场隔日收

益率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昨日收益率的余波影响，

即证实了Engle等提出的热扩散假定的存在。

国内研究主要着眼于我国股市对其他股市的信

息溢出效应，随着我国股市政策的完善，信息溢出量

逐渐增加，从初始的对其他国家股市没有任何影响

发展到有些微影响。其研究方法也从简单的Granger
因果检验判断基本的影响关系发展到计算具体的影

响力，并提出Copula模型，该模型可以很好地用来

分析这一问题。期间也有学者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

体系和研究方法，有的学者还对初期的研究方法进

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对于甄别信息溢出方法的

选择。

冯永琦、段晓航[7]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二元

GARCH模型，发现 2012 ~ 2015年近 3年的时间里

沪港通政策实施前后两地市场的关联性增强，表明

我国的股票市场机制已经慢慢地与国际接轨，能够

接收外面的信息，这也给有关部门提供了相关启示，

即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应制定相关政策保护我

国资本市场，且投资者们也应该考虑更多的经济指

标，从而衡量自己投资的股票有可能面临的风险。蒋

伟、阮青松[8]使用扩展的EGARCH模型，发现近些

年尤其是在沪港通开通之后内地股市的投资者对于

风险的溢价提高。还有学者研究了某特定事件或政

策的发布实行对信息溢出的影响[9][10]。

上述研究均采用的是传统的计量方法对股票市

场的信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如Granger因果检验、

GARCH 模型等。Embrechts 等 [11] 证明了传统的

Granger因果检验有很大的局限性且不能很好地考

察股票市场多因素、时变的复杂关系，Granger因果

检验只能简单地说明彼此之间有影响、有联系，而无

法具体说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如果彼此

之间的影响关系非常细微，Granger因果检验可能无

法度量。而混合Copula理论可以捕捉样本指数间非

线性、非对称的关系，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国股票

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间的相关性分析、波动溢

出效应的检验以及金融风险度量分析，例如其信用

层级的评级分类。

蔡彤彤、王世文[12]认为单一Copula模型无法很

好地解释时间序列相关性的变化，Clayton Copula
函数只能度量熊市阶段股市的信息传播，Gumble
Copula函数则只能度量牛市阶段股市的信息传播，

而 Frank Copula函数能够度量平稳时期的变化，建

立混合Copula模型可以省去对Copula模型的筛选

过程，极大地减小工作量。本文以沪港通实施前和实

施后为时间节点建立混合Copula模型对尾部相关

系数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沪港通实施前沪市和香

港股市的信息溢出效应无论是在牛市还是熊市都比

沪港通实施后的信息溢出效应弱。

淳伟德等[13]将亚洲四大股票市场（中国内地股

市和香港股市、日本股市、新加坡股市）作为研究对

象，从非线性的角度出发建立混合Copula模型研究

次贷危机发生前后美国股市对这四个股市的影响，

并将时间段分为次贷危机发生前和发生后，对四个

代表市场受到的影响按大小进行排序，结论得出新

加坡和日本股市分列第一、二名，香港股市位于第三

位，而内地股市处于最后，但是相对于次贷危机发生

前，内地股市与美国股市之间相对于其他三个股市

有着较强的尾部相关关系，可见我国股票市场快速

发展的趋势是不容忽略的。操颖、方兆本[14]以沪深

300指数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为数据样本比较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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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opula和混合Copula模型的优缺点，通过尾部相

关系数得出两个市场的相关性在牛市期间要高于熊

市，指数价格的波动存在着信息溢出效应。吴吉林

等[15]以低频数据研究A、B、H股之间的尾部相关性

在近20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

移，某地市场极端风险的发生对于另一市场的影响

越来越显著。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建立混合Copula模型对其

尾部相关系数进行分析，从非线性的角度解释股市

间的联动性问题，且Copula函数的尾部相关性分析

可以度量牛熊市期间一个市场对于另一个市场的影

响，并将其用数字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对于本文此次

要研究分析的问题极为有用。

事件分析法由 James Dolley[16]提出，该方法被

广泛应用于公司领域或某一政策的颁布对经济或股

票价格造成的影响。毕玉国、郭峰[17]应用事件分析

法研究了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调整对股票市场造

成的影响，发现在发布调整公告后，股票价格有明显

的波动，从侧面表明作为一名理性的投资者，应该全

方位地分析股票买入和卖出的时机，不应该盲目地

“追涨杀跌”，关注公告发布的同时，应该冷静地分析

公告发布为股市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使发布的

公告在短期内会使股票价格暴涨或暴跌，投资者依

然要从各方面进行考虑，分析该股票是否具有长期

投资价值。李丹凤[18]从沪港通开通事件入手，选择

开通前后10天为窗口期，研究该政策的颁布对沪港

两地同时上市的股票造成的影响，以累计异常超额

收益率的形式体现。该文提供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运

用此方法进行研究的步骤，且所选择的事件与本文

相同，为本文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罗春蓉等[19]通过账面市值比的变化发现，沪港通开

通对于沪市有着积极的影响，投资者的非理性情绪

在内地股市较香港股市显著，港股的市场有效性依

旧大于内地股市。

三、我国股票市场信息溢出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上证综指、恒生指数以及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为样本数据，研究在沪港通开通后将近 2年的

时间里我国股市究竟向其他市场传递出了怎样的信

息。数据样本期均选取2014年11月10日 ~ 2016年8
月31日的交易日日度数据收盘价。因存在交易时间

不匹配以及日期不对称问题，在通过Excel手动去除

不必要数据后，得到共 1263组数据。对其价格取对

数后差分进行收益率化，见式（1）：

Rt=ln（ ）×100 （1）

其中：index为各市场的指数收益率。

表 1是各指数的描述性统计，从表 1中可以看

出，三个指数的偏度都小于 0，故表现为左偏；峰度

均大于3，体现出尖峰，且恒生指数的收益率序列最

大，上证综指排第 2，标普 500指数的收益率序列最

小。三个指数序列均不服从正态分布。使用ADF检
验对收益率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P值均为0，三
个指数收益率（日度）序列均为平稳序列，且为一阶

单整序列 I（1）。

（二）Granger因果检验在三个股票市场的应用

为考察不同地区三个股票市场指数之间的影响

关系以及沪市股票价格信息溢出是否会对其他市场

造成影响，我们以每两个市场之间的指数收益率进

行Granger因果检验，共计6组。

通过表 1中的P值已经知道三个指数市场收益

率序列均为一阶平稳单整序列 I（1），协整检验结果

表明彼此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我们对指数收益率

序列进行一阶Granger因果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

统计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峰度

偏度

观察值个数

JB统计量

P值

上证综指

0.000506
-0.089058
0.063693
0.022504
5.926010
-0.973481

422
216.1635

0

恒生指数

-9.76e-05
-0.060183
0.069870
0.013146
6.465841
-0.019827

422
210.2385

0

标普500
0.000150
-0.040211
0.047499
0.009704
5.772687
-0.070268

422
134.8820

0

上证综指、恒生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益率基本统计表 1

indext
indext-1

原假设

上证综指不是恒生指数的原因

恒生指数不是上证综指的原因

上证综指不是标普500指数的原因

标普500指数不是上证综指的原因

恒生指数不是标普500指数的原因

标普500指数不是恒生指数的原因

F-Statistic
2.66972
2.97618
0.00184
8.73866
0.39234
59.3886

Prob
0.1030
0.0852
0.9658
0.0033
0.5314
0.2897

三个市场指数收益率序列的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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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三个市场原指数序列为二阶单整序列

I（2），故对原指数序列进行二阶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如表3所示。

对指数序列的收益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从

表2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只有在“标

普500指数不是上证综指的原因”这一行中F检验的

P值小于 0.05，拒绝原假设，表明标普 500指数是上

证综指的原因，美国股市对沪市有影响，而其他行的

F检验的P值均大于 0.05，接受原假设，彼此之间没

有影响，说明香港股市对沪市没有任何影响，沪市对

其他两个股市没有任何影响。

从表 3可以看出，如果用三个市场原指数序列

的差分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只有“恒生指数

不是上证综指的原因”和“标普500指数不是上证综

指的原因”这两行的F检验的P值小于 0.05，表明美

国股市和香港股市对沪市的未来值预测有贡献，美

国股市和香港股市对沪市有影响，而沪市仍然对美

国股市、香港股市没有任何影响。

（三）事件分析法的应用

作为统计方法的补充说明，我们选择沪港通开

通为研究事件，利用市场模型法，将沪港通开通之前

2014年9月1日 ~ 2014年11月6日作为估计期，没有

用窗口期中的数据是为了消除沪港通开通事件对正

常收益率计算的影响。将 2014年 11月 17日设为事

件发生日 t，窗口期为事件发生之前的 5天（2014年
11月 10日）至事件发生之后的 15天（2014年 12月 9
日），即［t-5，t+15］，此阶段主要研究市场指数所包

含的成分股在沪港通政策颁布实施前后会发生何种

变化，以及各个市场投资者对这一政策的实施持何

种态度。同样，依旧选择2014年11月17日为事件发

生日 t，窗口期为事件发生之前的 5天（2014年 11月
10日）至事件发生之后的 15天（2014年 12月 9日），

即［t-5，t+15］，此阶段主要利用ARMA模型的滚动

预测来研究三个市场指数在沪港通政策颁布实施前

后会发生何种变化，以及各个市场投资者对这一政

策的实施持何种态度，并与成分股的事件分析法作

一个对比。

1. 成分股的事件分析法。首先，运用事件分析

法对市场指数所包含的成分股数据进行处理，剔除

在窗口期中途成为成分股或从成分股名单中清除的

股票数据以及连续4日或4日以上停盘的股票数据，

剔除退市或中途退市的股票数据，剔除带有∗ST标

志的股票数据。经过处理得到上证综指成分股 843
个，恒生指数成分股数量不变，为49个，且已确认在

此期间无其他重要事件足以影响股票价格的变动。

去除上述股票数据的目的是降低无关变量的影响，

因为这些股票的走势是受自身因素的影响，而沪港

通的开通并不会影响其走势，故删除这些数据，使得

该事件对个股价格的影响更加显著。标普 500指数

成分股因成分股数据的易得性问题，这里不作分析，

只对上证综指和恒生指数两个市场的成分股使用事

件分析法进行研究。

对各指数所包含的成分股每日收盘价取对数并

进行差分计算得到上证综指成分股和恒生指数成分

股估计期2014年7月1日 ~ 2014年11月6日的实际

收益率Rit，见式（2）：

Rit=ln（ ）×100 （2）

其中：i、j表示不同的成分股；t表示时间；Rjt表

示成分股每日收盘价。

对于成分股的正常收益率ARit的计算，利用市

场模型法将成分股的实际收益率Rit作为被解释变

量，市场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运用OLS求出估计期

成分股的αi、βi，然后将求出的αi、βi看成将成分股的

正常收益率ARi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与市场指数所

建立的市场模型的拟合值 ， 。而市场指数的实

际收益率Rit的计算已经由式（11）得出。计算成分股

估计期的αi、βi，见式（3）：
Rit=αi+βiRmt+εt（i∈［1，n］） （3）
计算每个成分股在窗口期2014年11月10日至

2014年12月9日的正常收益率，见式（4）：
（4）

计算各自的成分股异常收益率在当日的总和，

用每个市场指数各自的成分股异常收益率当日的总

和除以成分股的总数，得到三个市场每日的平均异

常收益率
- -- ---ARlt ，见式（5）：

表 3 三个市场原指数序列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上证综指不是恒生指数的原因

恒生指数不是上证综指的原因

上证综指不是标普500指数的原因

标普500指数不是上证综指的原因

恒生指数不是标普500指数的原因

标普500指数不是恒生指数的原因

F-Statistic
0.89359
5.58089
0.23578
3.47527
0.47983
25.8560

Prob
0.4100
0.0041
0.7901
0.0319
0.6192
3.E-11

Rjt
Rjt-1

αi βi

NRlt =Rlt =αl +βlRmt +εt（i∈［1，n］）

- -- ---ARlt =
1
n∑i = 1

n
AR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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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CARt为事件发生前到各

时间 t的平均异常收益率之和，例如第1天的累计平均

异常收益率为第1天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式（5）已经求

得，第2天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则为第1天的平均

异常收益率加上第2天的平均异常收益率，见式（6）：

（6）

最后得到上证综指成分股在窗口期的平均异常

收益率和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见图1、图2，恒生指

数成分股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和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

见图3、图4。

如图 1、图 2所示，在沪港通未宣布开通的前 5
日，上证综指成分股的平均异常收益率基本处于上

升趋势，在开通后的 8 个交易日内一直下降至

约-0.03，之后在-0.02附近波动，开通后第 14天才

开始上涨。而上证综指成分股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

始终低于0，沪港通开通后处于直线下跌趋势，在开

通后第14天跌至最低点约-0.21，而后开始上升。

如图 3、图 4所示，恒生指数成分股的平均异常

收益率在沪港通开通前后一直在区间［-0.005，+
0.005］上下波动，在沪港通开通后第 13 天突然下

跌至最低点-0.037，在开通后第14天开始回升，在

窗口期结束时升至0.005。而恒生指数成分股累计平

均异常收益率在沪港通开通后第 3 日开始上升，

第 13日开始骤然下跌，于开通后第14日降至最低点

约-0.04。
2. 市场指数的事件分析法。对市场指数直接应

用事件分析法，依旧选择沪港通开通为研究事件，即

2014年 11月 17日为事件发生日 t，窗口期为事件发

生之前的 5天时间（2014年 11月 10日）至事件发生

之后的 15天（2014年 12月 9日），即［t-5，t+15］，主
要研究三个市场指数在沪港通政策颁布实施前后会

发生何种变化。

市场指数的实际收益率Rmt的计算方法已经得

出，运用事件分析法计算市场指数收益率的优点在

于无需向成分股那样剔除无效的股票数据，而且在

计算三个市场指数的正常收益率时采用ARMA模

型预测法，通过建立ARMA模型并对其窗口期进行

预测，将预测值作为三个市场的正常收益率ARmt，

与市场模型法冗杂的计算量相比，该方法能够快速

地计算出正常收益率。首先将2014年7月至2014年
11月 7日的市场指数收益率作为样本数据，对市场

指数收益率建立ARMA模型，对 2014年 11月 10日
的值进行预测，并将得到的预测值作为市场指数在

该日的正常收益率，然后将 2014年 11月 10的预测

值加入样本数据，对 2014年 11月 11日的数据进行

预测，得到2014年11月11日的预测值，将2014年11
月 11日的预测值作为市场指数在该日的正常收益

率，重复以上步骤至2014年12月9日，利用1日的滚

动预测以及窗口期外的数据消除了事件对正常收

益率计算的影响。得到各市场指数的异常收益率

ARmt，见式（7）：
ARmt=Rmt-NRmt （7）

CARit= ∑
t = t - n

t - -- ---ARit

图 1 上证综指成分股平均异常收益率

图 2 上证综指成分股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

图 3 恒生指数成分股平均异常收益率

图 4 恒生指数成分股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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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为市场序列。m=1时为上证综指；m=2
时为恒生指数；m=3时为标普500指数。

重复式（7）最终得到三个市场指数每日的累计

异常收益率CARmt，见式（8）：

CARmt= ∑
t = t - n

t
ARmt （8）

三个市场指数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CAR如

图5 ~图7所示。

从图 5可以看出，在沪港通宣布开通前上证综

指从 0.025开始下跌，宣布开通之时正好下跌至 0，
说明存在消息泄露的可能，在开通后的第 2日上证

综指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开始直线上升，于开通后

第 14日到达最高点约 0.18，整体看来，在所选取的

窗口期内上证综指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始终保持

在0点以上。

从图 6可以看出，恒生指数在沪港通开通前后

上下波动较为剧烈，在沪港通开通之前的 5天时间

里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一直上升，在沪港通开通后

有4天的反应时间，在开通后第5天累计平均异常收

益率开始变为正，之后尽管上下波动较为剧烈，但基

本保持在大于 0的范围，波动区间大致为［-0.005，
0.02］。

观察图 7的标普 500指数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

可以发现，在沪港通开通后标普 500指数累计平均

异常收益率一直在 0以上波动，这也证明了美国股

市作为一个主导市场，每天会接收到非常多的信息，

导致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上下波动，所以并不一定

是沪市影响的。

（四）混合Copula模型在上证综指、恒生指数、

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应用建模

根据所选择的股票指数样本期间，上证综指经

历了牛市到熊市的过渡，最终逐渐趋于平稳，因此

建 立 单 一 的 Gumbel Copula、Clayton Copula 或

Frank Copula模型只能描述单一的上下尾相关或平

行的对称关系，即使可以建立上述三种模型分别对

其进行分析，也难以划分牛熊市的起始时间与终止

时间以及在牛熊市中各自都存在着平稳的对称关

系，因此我们倾向于将上述三个Copula函数进行

线性组合，构建一个新的Copula模型—混合Copula
函数。此方法省略了建立单一Copula模型时Copula
函数类型的选择过程，极大地减小了工作量，而且

混合Copula函数能够更为全面地诠释股票市场间

的相关关系，而无需对牛熊市时间点进行划分。权

重系数以及相依参数采用 EM两步法对其进行迭

代计算。

为了度量沪市股票价格信息溢出对其他两个市

场的具体影响，我们倾向于建立混合Copula模型从

非线性的角度对其影响程度进行更细致的度量。代

入三个市场的指数收益率数据，选择Gumbel Copula、
Clayton Copula 和 Frank Copula 函 数 建 立 混 合

Copula函数，见式（9）：
MCmix=ωGumCGum（μ1，μ2；θGum）+ωclaCcla（μ1，

μ2；θcla）+ωFraCFra（μ1，μ2；θFra） （9）
其中：ωGum、ωcla、ωFra≥0，ωGum+ωcla+ωFra=1；

θGum、θcla、θFra为相应Copula函数的相依参数；μ1、
μ2为市场指数收益率。

对相依参数赋值，起初对ωcla、ωGum、ωFra均赋值

为1/3，应用EM算法经过无数次迭代后求得权重系

数ωGum、ωcla、ωFra以及相依参数θcla、θGum、θFra和秩

相关系数的值，得到表4和表5。

图 5 上证综指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

图 6 恒生指数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

图 7 标普500指数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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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市场彼此之间的尾部相关系数如表 6
所示。

根据表6，沪市和美国股市、香港股市和美国股

市之间的秩相关系数分别为0.08607796、0.1650188，
接近于 0，说明沪市和香港股市与美国股市之间几

乎不存在联动性，但相对于沪市，香港这个国际化都

市的股价信息溢出对美国的影响更大。其次，沪市和

香港股市之间的秩相关系数为0.3224003，远远大于

沪市—美国股市、香港股市—美国股市的秩相关系数。

沪市—美国股市的上尾相关系数接近 0，说明

在沪港通开通后沪市股票价格的上涨几乎不能对美

国股市造成冲击，而 0.1569459728的下尾相关系数

说明相对于价格上涨，一个市场价格的下跌更能够

对另一个市场造成影响，但是影响非常细微。而香港

股市—美国股市的信息溢出无论是从牛市还是从熊

市角度来看，溢出率均高于沪市—美国股市的信息

溢出率，且熊市期间对美国股市造成的影响更大。此

外，沪市—香港股市的上尾相关系数 0.2529704548
小于下尾相关系数 0.3253142641，说明相对于沪市

股价上涨，股价下跌更容易对香港股市造成影响。

总体来看，下尾相关系数都大于其对应的上尾

相关系数，沪市和香港股市之间的关联度最高，香港

股市与美国股市其次，沪市与美国股市的关联度非

常微弱，但并不是完全为0的状态。

四、结论

本文根据ARMA模型，抽样选取了两个时间

段，一个是上证综指跌至谷底的时期，另一个是证监

会宣布沪港通机制开通的时期，从三个市场静态预

测走势图中没有发现恒生指数、标普 500指数的收

益率与上证综指收益率有相反的走势，上证综指在

这两个时间段内更像是主导市，其他两个市场会效

仿沪市的价格波动。因此得到推论1：沪市已经可以

向外界传播信息，恒生指数能够很好地接收沪市传

播出的信息，但是信息的传出有一定的反应时间。美

国股市能够收到来自沪市的信息，但是接收到的信

息非常细微、不显著，即使走势和沪市一样，但也有

可能是接收到了其他市场的信息或者应该说沪市是

受到了美国股市的影响。

通过传统计量方法的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结

论1：沪市在沪港通开通后即使发生极端风险事件，

在 2015 ~ 2016年经历了由牛市到熊市这样一个大

的转变也依旧对境外市场没有造成影响。一个可能

的原因是沪港通机制在2014年11月刚刚开通，开通

后仍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而且国家出于保护我国

投资者权益而采取每日投资总额的限制，导致沪市

的极端信息溢出不能全方位地影响其他股票市场，

能够影响其他股票市场的最大输出仅限于每日内地

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到香港股票市场的130亿元

人民币（监管机构规定上海至香港的投资限额为

130亿元人民币/日），在香港股市吸收了一部分来

自沪市的信息溢出后，再经香港股市传导至外围股

票市场的信息很有限，故沪市目前对于外围股票市

场的影响很有限。此外，从Granger因果检验的缺点

出发考虑，Granger因果检验就算确定了某市场对于

另一个市场未来值的预测有影响，也不能度量具体

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以及明确牛市、熊市和股市平稳

时期对另一市场预测值造成的影响，或者说虽然有

细微的影响关系，但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难以鉴别

出这种细微的影响关系。

本文得到的推论 2如下：上证综指尽管不是恒

生指数、标普 500指数的Granger原因，但是上证综

指在牛市、熊市阶段对恒生指数和标普 500指数还

是有影响的。应用事件分析法对上证综指、恒生指数

成分股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

沪港通开通后，投资者们对于这一政策并不看好，上

证综指和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变化趋势从整体上

看处于下跌趋势，且小于0，而恒生指数成分股始终

在 0附近变动，直到沪港通开通后第 14天才出现整

体下滑趋势。将ARMA模型的预测值作为市场指数

对应市场

沪市—香港股市

沪市—美国股市

香港股市—美国股市

θGum

1.4758
1.09419
1.198

θcla

3.17592
0.779388

1.519

θFra

0.9516
0.18837
0.3953

对应市场

沪市—香港股市

沪市—美国股市

香港股市—美国股市

ωGum

0.323749
0.39324486
0.3950653

ωcla

0.4046581
0.3819347
0.3925601

ωFra

0.2715929
0.22482044
0.2123746

对应市场

沪市—香港股市

沪市—美国股市

香港股市—美国股市

秩相关系数

0.3224003
0.08607796
0.1650188

上尾相关系数

0.2529704548
0.0530612461
0.1162337613

下尾相关系数

0.3253142641
0.1569459728
0.2487308916

表 4 混合Copula函数的相依参数

表 5 混合Copula函数的权重参数

表 6 混合Copula函数的相关性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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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收益率计算得到三个市场指数的累计平均异

常收益率后发现，上证综指这个市场对于沪港通的

开通整体呈乐观态度，恒生指数的累计平均异常收

益率尽管在中途有低于 0的情况出现，且在沪港通

开通后上下起伏较为剧烈，但这正好可以直观地看

出香港股市的投资者对于沪港通开通这样一个政策

的反应。而标普 500指数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虽然

和上证综指的变动情况相似，但是标普 500指数累

计平均异常收益率并不像上证综指的折线图那样一

直上升，而是一直在0以上上下波动。

结合成分股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以及市场指数

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的分析，得到结论2：沪市对于

沪港通的开通确实比较看好，这样一个信息的溢出

刺激着沪市股票价格的上升，而且该信息很明显地

传递给了香港股市，但是存在着反应时间。该地投资

者对于这一政策持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比较看好，

另一部分对此抱有消极态度，但持有乐观态度的人

占大多数。上证综指成分股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的

值为负且一直下跌的原因可能是尽管剔除了无效的

股票数据，但上市公司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股

票价格在此期间一直下跌，这些带有消极因素走势

的个股是成分股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覆盖了沪港

通开通这一事件对于股市价格的影响。

标普500指数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与上证综指

的走势近似，但是由于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而且

美国股市是主导市，很难轻易地肯定此次信息溢出

传达到了美国股市，因此我们得到以下两个推论。推

论 3：美国股市其实根本没有接收到沪市的信息溢

出，走势相同或近似只是各自市场的发展刚好在所

选取的时间段内呈现出了一样的变化。推论4：沪市

接收到了美国股市的信息溢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

发展的代表人，美国股票的上涨带动了我国股价的

上涨，我国股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美国股市

的影响。

我们就信息溢出造成的影响以及具体造成多大

影响进行分析，以判断此次沪市极端风险信息溢出

是像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论1那样对香港股市、美

国股市毫无影响，还是验证了推论2的正确性。通过

建立混合Copula函数模型，分析在沪港通正常实行

后，上证综指对恒生指数、标普 500指数的具体影

响。沪市—香港股市的秩相关系数、尾部相关系数明

显大于沪市—美国股市的秩相关系数、尾部相关系

数。因此得到结论 3：相较于我国股市发展初期，沪

港通机制的推出使得沪市与香港股市之间的关联增

强，彼此之间已经可以互相影响。沪市与美国股市之

间存在信息传导，尽管很微弱，但是不代表完全没有

影响。从而拒绝了结论 1，验证了推论 1和推论 2的
正确性，恒生指数能够很好地接收沪市传播出的信

息，但是对于信息的传出有一定的反应时间，而且

Granger因果检验确实不能度量细微的影响，这样会

草率粗略地得出沪市信息溢出对美国股市、香港股

市均没有影响的结论。

从沪市、香港股市、美国股市三者之间的下尾相

关系数均大于上尾相关系数可以得到结论 4：相对

于盈利，股价下跌的信息更容易传导至其他股票市

场，信息的传播具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特

点。我们将原因归结为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正常来讲

上尾相关系数应该与下尾相关系数相差不大，但是

由于人们在投资中受到损失比自己在投资中盈利受

到的精神方面的影响更大，所以投资者会更关注市

场传播出的负面消息，为自己接下来的投资安排做

好准备。

沪港通机制属于我国股票市场的一次尝试和创

新，不应该因为一次剧烈动荡而全面否定该机制。随

着我国股市的发展，终有一日我国股市会成为境外

投资者投资时衡量风险的一个标准，而现阶段随着

我国股市与国际的接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股市势必会遭受外来资本的冲击，导致股市发

生剧烈动荡，所以股市动荡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正常

情况。

但是，监管机构不应该对此无视，而应该加强市

场监管，探寻、建立有效的监督风险机制，保障投资

者的利益。我国股市因为起步晚，发展历程也与国外

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应该盲目地照搬国外股市的政

策管理方法，即使照搬，也应该在对利弊和有可能造

成的影响进行足够的分析之后再推出与实施，且当

执行效果不好时要及时撤销。

证券公司应该定期为客户开展培训，引导投资

者树立理性的投资观念以及学习正确的理论知识，

杜绝“追涨杀跌”“随大流”“跟着大部队走”的传统观

念；及时更新制度政策，除了公布主要市场指数如日

经225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等，还应加入各国家间

的利率、汇率等其他指标为投资者提供参考，保证信

息的透明性和易获得性；更改市场准入准则，如禁止

炒股经验少于一年的投资者在股市上投资超过个人

财产的 50%，从而保护投资者乃至保护国家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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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运行。

投资者应该加强对风险的甄别，在衡量自己的

经济实力与能承担的损失的基础上进行投资，不要

盲目听信他人的选股意见，应该积累自己的经验，从

而选择合适的股票进行投资。当然，没有人能在股

市中一直盈利下去，应正确地看待自己在投资过程

中遭遇的损失，戒骄戒躁，最后建立自己的选股框架

体系。

我国股票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对于我国金

融监管机构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参考依据，对股

市互动关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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