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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中国机构投资者发展历史短暂袁虽已经初具规模袁但结构失衡尧参与公司治理动力不足尧多种治理手段缺

乏尧操作不规范等问题频繁出现遥 因此袁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还需要设计更好的市场发展战略尧公司治理战略尧监管

战略以推动其可持续发展遥
关键词院市场发展战略曰公司治理曰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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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的示范下袁为
了规范基金的发展袁1997 年以来我国颁布了很多法

令袁用以超常规尧创造性地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袁
从而推动了多种机构投资者的兴起袁造就了目前以

证券投资基金尧保险资金尧社保基金尧政府财政尧金
融机构尧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渊QFII冤尧阳光私募尧
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渊RQFII冤等各类机构投

资者队伍的壮大尧 资金规模和整体实力的提升尧市
场占有率的提升以及经营运作的理性化遥

2008 年底机构投资者的资产规模首次超越个

人投资者袁占据了超过 50%的市场份额袁成为了资

本市场的重要力量遥 2012 年底袁机构投资者持股市

值为 120032.7 亿元袁占我国 A 股流通市值的 64%遥
同时机构投资者在改善投资者结构尧 繁荣金融市

场尧参与目标公司治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袁但其在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遥 例如机

构投资者整体实力有待加强袁投资者之间实力差距

悬殊难以形成有效竞争曰机构投资者结构的不合理

导致了部分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激励不足曰
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和手段也相对缺乏袁难以形成

有力的治理曰对机构投资者的约束不够导致其违规

操作频繁袁损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等遥 可以说袁与成熟

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相比袁目前正在逐步兴起和繁荣

的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市场份额虽然有显著增加袁但
其无论在内部结构尧投资理念尧功能发挥尧监督治理

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袁需要全面的战略性的

规划和思考袁 以带动整体的水平和素质的提升袁进
而发挥预期的作用遥因此要从市场发展战略尧公司治

理战略尧监管战略三方面进行战略规划袁从而推动

未来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可持续发展遥
一尧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发展战略设计

与国外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进程相比袁中国机构

投资者还存在规模较小和结构失衡的情况袁还有广

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遥 因此需要根

据当前的市场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拓展市场遥
渊一冤中国机构投资者市场发展概况

从美国机构投资者的规模和结构来看袁其整体

实力强大尧形态众多袁[1]共同基金尧封闭式基金尧开放

式基金尧对冲基金尧指数基金尧伞形基金等特性不

一袁服务对象也不同袁投资对象尧领域尧策略尧方式都

不完全相同袁这些多样化的机构投资者将资金逐步

渗入经济的各个领域袁总体上推动了美国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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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期性繁荣遥 1998 年仅美国的养老基金持有的股

权就占美国全部投资组合的 64%渊包括外国的股

权冤袁英国的这一比例为 68%遥 [2]而根据统计资料显

示袁2013 年年底袁我国 A 股市场以券商尧券商集合理

财尧基金专户理财尧保险机构尧QFII尧财务公司尧RQ鄄
FII 等为代表的 9 类专业机构投资者合计持有 A 股

市值为 2.58 万亿元袁 仅占两市总市值的 10.87%遥
10.87%的市场份额相对于那些发达国家 60豫~70豫
的市场份额而言确实存在很大差距遥 在这种情况

下袁 一般机构和中小散户对市场的影响力巨大袁因
而专业机构投资者投资交易行为受散户主导的市

场走势影响较大袁难以形成资本市场的买方约束机

制袁也不能发挥先行国家展示出来的机构投资者的

野市场稳定器冶作用遥
中国机构投资者不仅所占市场份额相对较小袁

内部实力也相差悬殊遥 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和保监会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袁2015 年 4 月底证券投资基金和

保险公司管理的资产分别为 52414.37 亿元和

15150.77 亿元袁占股票总市值的 9.3%和 2.7%袁而其

他机构几百亿与数亿元的资产规模与证券投资基

金 5 万多亿的资产规模相比差距太大袁形成了类似

寡占市场的市场结构袁 很难形成公平的竞争机制袁
进而推动市场达到竞争性均衡状态遥 因此袁中国市

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不仅需要规模总量的提升袁还需

要结构上的调整遥 为此袁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发

展战略重点在于吸引广泛的客户资金流入遥 机构投

资者应该设计更方便快捷尧更有效的多元化市场渗

透和发展战略袁从而吸引潜在的客户群体来提高自

身的资金规模和实力遥

渊二冤中国机构投资者市场发展战略设计

如表 1 所示袁2015 年 4 月末已上市 A 股流通市

值中袁 自然人账户数有 43,386,064 户袁 其中市值 1
万以下的有 8,333,040 户袁 市值 1 万~10 万的有

20,597,586 户袁 市值 10 万~50 万的有 10,745,055
户袁市值 50 万~100 万的有 2,033,235 户袁市值 100
万~500 万的有 1,478,142袁市值 500 万~1000 万的有

126,938 户袁市值 1000 万~1 亿的有 68,066 户袁而市

值 1 亿以上的有 4,002 万户袁 这些庞大的自然人客

户都可能成为机构投资者潜在的客户群体遥 但是袁
这些不同的客户群体的投资理念尧投资习惯尧投资

方式以及对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的偏好差异较大袁
为了拓展市场袁机构投资者需要通过新型互联网营

销方式获得未来客户群体的认知袁并且利用互联网

不同目标客户群体的需要设计方便快捷的事前尧事
中和事后沟通渠道袁实现信息的互通和共享遥

首先袁机构投资者需要通过互联网的线上和线

下信息传递渠道加强广告宣传袁明确机构投资者自

身诚信为本尧谨慎交易和勤勉工作的原则袁并且将

这些原则运用到实际执行投资活动业务操作中袁以
科学的指导思想规范自己的行为袁并且减少不规范

操作给涉及的各方带来的风险袁才能通过运转的稳

定性和相对较高投资收益获得最终投资人的认可袁
从而被市场广泛接受遥 其次袁还需要通过对投资者

进行细分和归类袁并根据不同投资者的需求设计不

同的产品组合袁增加互联网线上和线下营销渠道等

措施袁增加原有金融产品的销售量袁同时再配合国

家投资体制尧 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改进产品组合袁刺
激增加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袁在品种上和规模上考虑

期末已上市 A 股流通市值
自然人 机构 合计

账户数渊户冤 比重渊%冤 账户数渊户冤 比重渊%冤 账户数渊户冤 比重渊%冤
1 万以下

1-10 万

10-50 万

50-100 万

100-500 万

500-1000 万

1000-1 亿元

1 亿以上

合计

8,333,040
20,597,586
10,745,055
2,033,235
1,478,142
126,938
68,066
4,002

43,386,064

19.21
47.48
24.77
4.69
3.41
0.29
0.16
0.01

100.00

3,179
7,273

10,096
5,601

11,727
3,832
9,897
9,269

60,874

5.22
11.95
16.59
9.20

19.26
6.29

16.26
15.23

100.00

8,336,219
20,604,859
10,755,151
2,038,836
1,489,869
130,770
77,963
13,271

43,446,938

19.19
47.43
24.75
4.69
3.43
0.30
0.18
0.03

100.00

表 1 2015年 4月末 A股账户市值分布表

数据来源院整理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 2015 年 4 月月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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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袁逐步扩大在售产品的销量袁提高市场占

有率袁并且稳步开拓新的市场遥 最后袁机构投资者还

要运用互联网平台和 APP 应用等互联网媒介加强

与客户的友好沟通和信息反馈尧预警袁通过这些机

制提升客户对机构投资者的忠诚度遥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内部资金资源的

优化配置袁也需要海外资金的积极参与袁因此加大

引进海外资金很有必要遥 不过袁由于海外资金的运

作方式和手段与国内有差异袁 若资金大量涌入袁后
期管理不当也容易引起动荡袁因此需要结合中国的

实际袁 鼓励中国专业经营机构与国外投资银行合

资尧合作尧联营袁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境外资本流入袁
同时监管和控制可能随之而至的潜在风险遥

二尧中国机构投资者对目标公司治理战略设计

从国外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看袁随着机构投

资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袁单纯野用脚投票冶的被动

参与目标公司治理的运作方式应逐步替换成积极

参与公司治理的运作方式遥 这一方面是因为机构投

资者持股规模和转换成本过高袁如果野用脚投票冶则
在进行转手过程中的搜寻成本和转换代价会增大袁
另一方面是由于机构投资者在选取目标公司时也

更偏好长远利益袁对不少成长性好的公司更愿意通

过合理化治理来获取更多利益遥
目前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曳规定

野基金的投资组合中单一股票投资不可以超过单只

基金产品规模的 10%曰基金公司所有产品的持股数

不得超过单只股票的 10%冶袁 这两个 10%的严格限

定在一定条件下制约了我国资本市场对机构投资

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袁不利于机构投资者通过

参与公司治理追求长远的投资利益遥 [3]因此袁中国机

构投资者目前对目标公司的治理尚未形成规模袁且
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无法与国外成熟市场的同行们

相提并论遥 随着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市场规模提升和

结构优化袁资本市场将不断完善袁积极治理将成为

一种常规手段遥 这将对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和资本

市场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国外机构投资者主

要通过正式和非正式两类途径参与公司治理袁[4]这
两类途径都值得中国机构投资者借鉴遥

渊一冤中国机构投资者参与目标公司治理的正

式途径

正式途径是法律明确规定或者章程约定的行

使权利的方式袁包括提议召集特别股东大会并提出

议案尧征集委托投票尧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表决尧诉
讼等遥 这些方式都利用了机构投资者自身的经济实

力强尧专业素养高的优势袁获得支持和正面效果的

可能性大袁相对代价较小袁也较个人投资者更为有

效遥 Gillan 和 Stark[5]统计分析了 1987要1994 年间的

股东提案袁发现机构投资者提案的平均支持率高出

个人投资者遥 机构投资者通过征集委托投票可以将

高度分散的股权集中起来袁从而累积更多的表决权

份额袁 参与对公司的重大决策的投票袁 保护自身利

益遥 有时即使未能成功袁也可以表达对经营管理者

经营决策的不满或者不信任袁 起到信号传递的作

用遥 而当公司管理层侵害股东利益或者失职时袁中
小股东的人力尧财力尧物力难以应对冗长而复杂的

诉讼过程袁机构投资者有专业的团队可以通过发起

集体诉讼提出损失赔偿袁 以此加强对管理层的监

督袁最终维护持股人的利益遥
渊二冤中国机构投资者参与目标公司治理的非

正式途径

除了上述几种正式途径外袁国外的机构投资者

还常常采取一些非正式但也行之有效的途径袁如组

建机构投资者联盟尧 公布目标公司和公开建议尧与
管理层沟通尧解释函等方式遥

组建机构投资者联盟主要是两个或以上的机

构投资者联合起来对同一公司采取行动遥 如果单个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份额在 10%以下袁则对公司控制

权起不到太大的冲击袁但是当多个机构投资者联合

起来袁其力量将成倍扩大袁一旦统一行动将占据更

大的股份权重袁那么对公司控制层就可以形成有效

的冲击和制约遥 公布目标公司和公开建议主要是机

构投资者通过公开媒体发布建议或批评袁从而向目

标公司的管理层施加压力袁意图促进公司经营运作

的改善遥 这种措施借助媒体发布信息袁加上互联网

时代信息传递和扩散速度很快袁一旦形成外部统一

的认知袁将对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短期直至长远影

响袁有时容易引发投资人和上市公司的对立遥 因此袁
不少机构投资者在发布信息之前会选择先与管理

层沟通遥 具体沟通方式多种多样袁既可以通过正式

文本如解释函表达对公司管理层经营运作的不满袁
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表达合作前提下的要求和意

愿袁这样既可以降低信息沟通的各种联络尧差旅尧发
布等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袁 也能获得管理层的认

同袁更容易通过协商与沟通达成一致或者趋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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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施效果来看袁这些非正式方式实施代价相

对较小袁也比较容易达成袁但目前中国机构投资者

各自为政袁势单力薄袁又没有组成机构投资者协会

或者联盟袁无从发挥团队的力量袁对参与公司治理

也无法形成有效的促进遥 因此袁组建机构投资者联

盟或者协会不仅可以团结和壮大机构投资者的力

量袁 也为机构投资者联合行动提供了可能与便利遥
在现今资讯发达尧传媒无处不在的时代袁机构投资

者通过联盟发起建议或者协商可以相应减弱单个

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的对立袁 立场也更加客观公

正遥 因为社会媒体的监督是多方位的袁既可以监督

目标公司袁也可以监督机构投资人的行为是否正当

合理袁避免机构投资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产生不

当行为遥 从总体上看袁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投资公

司协会等组织形式建立机构投资者协会袁通过多种

冲突小尧 效果明显的非正式渠道和正式手段的配合袁
更灵活多样地参与公司治理袁推动其规范和完善遥

三尧中国机构投资者内外部监管的战略设计

2007 年以来中国机构投资者曾经暴露出许多

黑幕袁[6]多家基金公司的野老鼠仓冶尧野对倒冶尧野倒仓冶尧
野独立性缺乏冶 等违规操作问题曾经引发广泛的对

中国机构投资者内外部监管的讨论和关注遥 从理论

上讲袁机构投资者持有人尧管理人尧托管人三方的权

利义务关系主要靠契约来维持遥 持有人持有基金资

产体现所有权袁 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产体现经营

权袁托管人托管资产体现保管监督权遥 以证券投资

基金为例袁 多数基金持有人高度分散且人数众多袁
持有人大会召开的成本和难度极大袁针对重要事项

很难凑足 50%以上的表决权袁导致这些持有人很难

对机构投资者形成有效的监督与制约遥 而国有商业

银行作为资金的托管人也很少监督袁这些制度设计

使得机构投资者无法获得有效的内外部监控遥 因

此袁对中国机构投资者进行内外部监管的战略设计

就变得越发迫切遥
渊一冤机构投资者内部监管的战略设计

从机构投资者内部监管看袁对投资管理人及其

董事尧监事尧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的执业

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主要是依据 叶公司法曳袁叶证券

法曳袁叶投资基金法曳尧叶基金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曳遥 这些法规虽然禁止他们利用管理基金

财产或份额之便向任何机构和个人进行利益输送袁
禁止其从事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活动袁但从

实践情况看袁 机构投资者内部仍需要健全监督尧约
束投资管理人员不当行为的管理制度院对查实的投

资管理人员的不法个人交易袁基金管理人在对外承

担责任后袁应向相关的监察人员尧基金经理等进行严

格的追偿和惩罚曰 加强对投资经理直系亲属投资等

可能导致个人利益冲突行为的管理曰 加强对频繁

野跳槽冶的投资经理的野关注冶袁从而制约投资管理人

员的短视和不当行为遥
对于持有人大会功能的弱化袁可以借助广泛的

互联网平台和客户端袁通过建立持有人群体或者公

共平台向持有人定向发送重要事项预告和通知袁并
且完善持有人会议的多种方式从机构投资者内部

进行制衡遥 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持有人内部监管机

构的野功能弱化冶遥
同时袁 在机构投资者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袁制

约机构投资者行为遥 中国证监会在叶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曳中指出院野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

他职务袁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

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遥 冶
独立董事利用自身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袁可以对重大

关联交易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尧提议聘用或解聘

会计师事务所尧 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

构尧征集投票权尧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尧提议召开

董事会等措施袁既为机构投资者服务袁又维护着持

有人的利益袁 使机构投资者和持有人实现了 野双
赢冶遥 在整个中国机构投资者发展过程中袁实行独立

董事制度将发挥积极的作用遥
渊二冤中国机构投资者外部监管的战略设计

机构投资者的外部监督机制一般包括法律监

督机制尧同业公会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遥
在法律监督机制方面袁中国需要加强法规和规

章制度的建设袁促进市场的公平尧透明和规范遥 美国

机构投资者在从产生到兴起这个阶段袁加强立法对

其机构投资者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袁基本

上是一次性发挥制度的最大优势遥 [7]而我国虽然修

订了叶公司法曳尧叶证券法曳袁制定了叶投资基金法曳等
法律袁但法制建设仍有待完善遥 例如对机构投资者

违法行为(如市场操纵)的识别和执法效率较低曰制
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呼应并不十分明确袁导致

制度与制度间缺乏协调机制遥 另外我国对机构投资

者发展采取的是逐步放开和推进的策略袁缺乏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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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且有一定的滞后性袁进程的快慢直接影响到机构

投资者所起的作用和效能发挥遥 再加上中国还没有

形成诚信的投资文化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才开始

逐步实施袁很多制度发挥作用的总体环境还没完全

形成遥 因此袁中国需要尽快协调尧完善与机构投资者

有关的法律法规袁 为投资者结构调整提供制度保

障袁建造机构投资者科学尧规范发展的通道袁使机构

投资者能够健康壮大遥
同业公会监督机制的构建则需要成立自发性

的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尧类似于银行同业工会性质

的全国非营利性自律组织要要要机构投资者协会遥 这

一协会主要从事为入会会员的各类投资主体渊包括

机构和个人等冤尧入会会员以及相关研究机构尧监管

部门提供各种信息发布尧咨询建议尧沟通协调和相

互监督等活动袁包括提供宏观经济信息袁引导投资

活动袁并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投资政策尧立法尧重
大改革等建议袁同时进行自我管理尧实现自我监督

和约束遥 通过协会大力发展基金经理的准入尧培训

与流转市场袁通过基金经理之间的竞争降低搜寻成

本袁通过协会提供的经理人培训来加强对机构投资

者自身专业素养尧业务技能尧道德水平和风险危机

防范意识袁提高机构投资者投资经理人员的综合素

质袁真正发挥机构投资者专家理财的优势遥
在投资基金的外部监管中, 还需要建立有效的

协调机制遥 这需要明确中国证监会作为监管者的地

位和独立性袁同时加强监管者与机构投资者协会这

类自律组织之间的充分配合与协调袁这将有利于降

低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成本袁提高监管效率遥 中国

证监会应对机构投资者协会进行指导袁积极鼓励行

业自律组织开展各项工作袁并支持和强化协会的正

确做法和决议袁对不服从行业自律组织的会员进行

约谈袁甚至给予处分或惩罚遥 当然袁由于金融业务在

当前互联网背景下融合化趋势逐步凸显袁加强与银

行尧保险监管当局的协调与合作也非常必要遥
此外还需建立健全机构投资者市场评价体系遥

美国机构投资者协会会定时公开一些公司信用等

级尧收益状况尧风险等级等方面的变动情况袁让公众

通过这些信息进行投资选择袁以此督促各机构投资

者改进经营遥 中国目前对机构投资者的判断和选择

大多数仅停留在投资收益方面袁其实除了投资回报

外袁风险管理尧利益一致性尧透明度尧组织结构尧独立

监管尧流动性条款和投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待考

察因素遥 因此袁必须建立客观的评价体系袁促进机构

投资者行为的优化遥
四尧结语

相对国外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袁中国机构投资者

发展历史短暂袁虽已经初具规模袁但还存在突出的

结构失衡尧参与公司治理动力不足尧多种治理手段

缺乏尧操作不规范等问题遥 因此袁中国机构投资者的

发展还需要设计和不断调整袁最终找到适合中国金

融发展趋势的更好的市场发展战略尧 公司治理战

略尧监管战略袁以推动其可持续发展遥
当然袁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和稳健经营

还离不开广大投资者的协助遥 没有理智而成熟的投

资者袁就没有理智而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袁更没有成

熟和发达的投资市场遥 为了保持机构投资者持续稳

定发展并带动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袁还需要加

强对广大投资者投资知识尧投资技巧尧投资风险等

方面的教育袁把提高广大投资者的素质放在一个十

分重要的地位遥 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还不够深

入袁还不能仅依赖自身力量来消除投机尧平复证券

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遥 机构投资者稳定市场功能的

发挥是广大投资者尧机构投资者及金融市场都趋于

成熟的产物袁 也是机构投资者发展的更高阶段袁要
达到这一步袁中国机构投资者任重而道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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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of China爷s TSFDI in the US:An Absorptive
Capacity Perspective

HUANG 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chang Shouy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ta of China's FDI in US from 1985 to 2012, the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s TSFDI in US and impacts on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human capital, economic openness, fi鄄
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gap from the viewpoint of absorptive cap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FDI in US
has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domestic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moderate technology gap between two nations benefits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渊RTS冤. However, China's absorptive capability and RTS effect is restricted by lack of ad鄄
vanced human capital stock, less in-depth economic openness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echnology sour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渊TSFDI冤;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absorptive capabilit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China

SUN Ling
(School of Finance,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ubei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he Chines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experience a
much shorter history, although they begin to take shape, but structural imbalances, lack of motivation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lack of management tools, and irregular operations frequently occur. Therefore, thes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China need bet鄄
ter market development strategy,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ategy, and regulatory strategy to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uture.

Key words: market development strategy;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inv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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