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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国内外针对内幕交易的研究文献众多袁但在内幕交易的概念界定尧内幕交易的影响尧内幕交易的识别研究尧内幕
交易的影响因素尧内幕交易的监管研究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遥 为此袁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袁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
证券市场内幕交易问题袁并从中创新性地得到理论基础性研究以及模型研究袁包括丰富内幕交易内涵尧形成有效的内幕交易
识别体系尧突破内幕交易单一影响因素考虑尧突破内幕交易监管定性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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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国外学者 Suter渊1989冤研究指出袁内幕交易是指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袁随着证券市场的迅速

内幕交易者利用普通投资者无法获取的未公开的重

日益重视袁内幕交易已成为业界和学界关注的重要

渊1997冤认为内幕交易是公司职员或者高管或其他与

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对内幕交易监管的

议题遥 从目前的研究文献看袁国外对证券市场内幕

交易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遥 80 年代中后期袁
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的出现进一步带动了

内幕交易文献的大量涌现遥 相对而言袁国内由于资

本市场起步较晚袁 对内幕交易的研究从 20 世纪 90

要信息进行证券买卖的行为遥 Larry. D.Soderquist

公司有信赖关系的人袁在具备信息优势的前提下袁购
买或出售公司股票的行为遥 简而言之袁 内幕交易
渊Insider Trading冤为在掌握野实质性的非公开信息冶

渊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冤的情况下进行证券
交易以此获利的行为遥

[1]

年代才开始遥 但是袁尽管如此袁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内幕交易进行了不同界

探讨仍具有高度的契合袁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

定遥 例如袁内幕交易又称内部人交易或知情交易袁是

面院内幕交易的概念界定尧内幕交易的影响尧内幕交

指行为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袁 利用内

易的识别尧内幕交易的影响因素以及内幕交易的监

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活动的行为遥

管研究遥

市场的日臻成熟袁 关于内幕交易的概念也越来越具

[2]

后来随着证券

二尧内幕交易研究现状

体化和细致化遥许多学者就这一概念进行了充盈袁不

渊一冤内幕交易的概念界定

仅在定义中指出内幕交易的主体即内幕人和以不正

内幕交易行为从开始至今此起彼伏袁 从未间

当手段获取内幕消息的其他人员袁 而且还将内幕信

断遥 但是国内外众多学者对这一概念并没有形成统

息界定为野涉及证券发行尧交易或对证券市场价格有

一的认识袁给予其定义也是互有关联却又存在些许

重大影响的非公开的信息冶袁同时将野买卖证券的行

差异遥

为冶具体化为泄露内幕消息尧根据内幕消息买卖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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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他人买卖证券的行为遥

[3-5]

这一概念普遍被大众

接受袁而且与我国实施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曳
的规定几乎持同遥 该定义基本上涵盖了内幕交易行
为的基本构成要件袁具有较高的科学合理性遥

[20-21]

但是国内更倾向于以事件研究法

和基于换手率的 Logistic 模型来识别内幕交易行
为袁 其中基于 Logistic 模型建立的内幕交易判别体
系明显具有更高的判别率遥

[22-23]

而针对事件研究法袁

渊二冤内幕交易的影响

其主要用于对内幕交易的存在性和存在形式进行

关于野内幕交易的影响冶或者说野内幕交易是否

探讨袁也就是说探讨某些事件中可能引发的内幕交

应被禁止冶这一问题袁一直是国外学者争论不休的

易行为并为此提供证据遥 研究结论发现袁我国上市

话题遥 其主要观点大致分为两派袁一派认为内幕交易

公司控制权转移尧股权分置改革以及业绩预告等活

对证券市场有积极的作用遥 这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

动中常伴随着内幕交易的发生袁且大多数内幕交易

因院内幕交易是一种无受害人的犯罪曰内幕交易有

都是围绕利好消息遥

助于市场达到强式有效曰内幕交易是对管理层的一

革后袁在进入全流通时代的中国资本市场中袁大股

种廉价有效的激励补偿机制遥

[6]

这一派主要活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袁 且该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只是
停留在经验研究的水平遥 20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袁另

一派开始盛行袁 认为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具有消极
作用遥 这一观点也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院内幕交易

[24-26]

李心丹等指出袁股权分置改

东和机构投资者利用信息尧资金以及控制权等优势
进行内幕交易的动机更强袁内幕交易将更为严重遥 [27]
渊四冤内幕交易的影响因素
1. 内幕交易与公司治理

国内外学者致力于从公司的股权结构尧董事会

是针对公司信息进行的一种偷窃行为曰内幕交易破

特征尧信息披露水平等方面对哪类上市公司更容易

坏市场公平曰内幕交易增加交易成本袁导致市场流

发生内幕交易行为展开探讨袁探讨结论普遍支持内

动性降低袁破坏市场效率遥

[7-9]

幕交易大多发生在治理较差的上市公司遥

国内学者同样针对内幕交易的影响做了许多

国外学者 Shleifer尧Tirole尧Denis 等研究指出公司

[28-30]

研究袁但主要关注于其消极作用袁认为内幕交易对

治理是发生内幕交易行为的关键性影响因素遥

证券市场的这一消极作用集中体现在两大方面袁一

其中信息透明度尧股权集中度尧薪酬激励机制尧管理

方面是对证券市场三个基本属性的影响袁包括市场

层持股比例, 甚至公司规模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幕

效率尧流动性和波动性曰另一方面是对内幕交易者尧

交易产生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影响遥

外部交易者尧上市公司市场三类参与方的影响遥 主

[31-33]

国内学者也基本认同以上结论袁认为脆弱的公
[34-35]

要结论如下院内幕交易者一般会从内幕交易中获取

司治理滋生内幕交易的动机遥

超额利益曰内幕交易容易导致市场不公平袁从而对

外学者所考虑的因素外袁沈冰等还发现内幕交易与

外部交易者产生不利影响曰内幕交易会影响公司声

董事会会议尧独立董事占比存在显著负相关遥 [36]凌玲

誉袁同时导致上市公司融资成本提高袁未来新增投

等研究也发现控制权越大袁 或者股权制衡水平越

资下降曰不仅如此袁内幕交易容易引起市场流动性

低袁上市公司发生内幕交易的可能性越大遥

和波动性变化袁并导致市场信息低效率遥

[10-17]

渊三冤内幕交易的识别

国外关于内幕交易的识别研究袁主要包括 EKOP

模型和知情交易概率测度方法遥

[18-19]

其中袁从专家参

加市场交易行为视角提出的完全不同于 EKOP 模
型的知情交易概率测度方法袁克服了 EKOP 模型中

另外袁除了以上国

2. 内幕交易与法律环境

[37]

从 LLSV 的野法与金融冶经典理论开始袁诸多研

究还论证了法律规制的强弱对内幕交易行为有着

重要的影响遥 王春峰提到,我国证券立法所存在的不
足以致于难以有效规制内幕交易行为遥

[38]

曹时礼和

梁霄基本持有相似观点袁即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必

一只股票仅有一个知情交易概率的缺陷袁能估计出

然导致内幕交易者有恃无恐遥 另外在法律制度环境

每一笔或者每个交易时间段的知情交易概率遥 但其

上袁陈小林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袁若在法律规制比较

也存在不足袁这主要体现在这一方法仅适用于存在

健全的条件下袁投资者合法权益便能得到更好的保

做市商的报价驱动市场袁而世界上多数证券市场为

护袁内幕交易的发生率便会随之降低遥 [39]沈冰等在此

订单驱动市场袁因此方法缺少普适性遥

基础上袁发现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地方袁内幕交

国内也围绕这两类模型进行了相关的内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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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五冤内幕交易的监管

率或者说是有效性进行探讨遥

1. 国外研究动态

[48-53]

三尧现有研究不足之处

国外学者主要从法学尧金融学尧经济学等领域

对内幕交易的监管进行研究遥 其主要研究视角包括
三个方面院一是基于内幕交易监管的必要性曰二是

尽管国内外针对内幕交易的研究文献众多袁其
成果也可谓是相当丰富袁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院

1. 内幕交易的概念界定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

考虑到内幕交易监管的有效性曰三是针对内幕交易

术界的不断深入袁众多学者都在努力尝试将内幕交

监管模式的最优遥

易这一概念尽可能地具体化尧 全面化和易于量化遥

内幕交易监管的必要性遥 这一方面主要是考虑到

但是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定论的原因之一袁便是我

内幕交易的公司效应和市场效应袁对此问题袁学术

国面临的都是非法的内幕交易袁 而针对国外而言袁

界迄今为止并无统一看法遥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内幕

研究样本多为野合法的内幕交易冶遥 这一国情不同带

交易对于经理与股东利益冲突的代理问题影响上袁

来的研究样本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内幕

并由此产生对内幕交易监管必要性的争论遥

[40-42]

内幕交易监管的有效性遥 这一方面主要是将内

交易概念达成共识遥

2. 内幕交易的影响袁虽然至今学者仍未取得一

幕交易的福利效应纳入考虑范围遥 如 Haddock 和

致的意见袁但是从上述分析来看袁不难发现内幕交

Fisherman 和

后者在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遥 因此袁我们在对内幕

Marcey 通过私人利益范式模型袁指出内幕交易的监
管主要是从财富分配的角度考虑遥

[43]

Hagerty 提出了分辨内幕交易者和市场专家的模型袁
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禁止内幕交易可以提高股价有
效性遥

[44]

易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袁所以
交易监管方面仍然需持肯定态度袁以防止内幕交易
对整个资本市场带来更大的危害遥 但当前在此方面

总体上看袁该类研究显得比较零散袁其中包

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以下两点院其一袁内幕交易的形

含了更多对于内幕交易的价值判断和公平性方面

式和分类多种多样袁比如分红型内幕交易尧并购型

的考虑袁研究本身也缺乏一致公认的结果遥

内幕交易尧重大事件内幕交易等等袁由于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监管模式的最优遥 Chowdhry 等考虑内

的形式和分类不同袁所以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

幕交易超额收益被监管者罚没的概率袁通过模型得

也存在差异袁进而由影响所带来的监管措施也会有

到的监管政策既不是对内幕交易的无限制也不是

所不同曰其二袁目前在大多数研究文献里袁主要针对

完全禁止遥 Shin J 提出了测量监管力度的指标袁指
[45]

出在监管导致市场专家信息精度提高的条件下袁最
优的监管政策可容许少量的内幕交易遥

Bernardo

[46]

内幕交易者的影响研究居多袁而对于外部交易者的
影响鲜有着重提及遥 外部交易者作为基于技术分析
的理性投资者袁受市场深度的影响袁不可避免地也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分析了在契约约束条件下内幕

将受到内幕交易行为的影响袁但具体影响路径以及

交易的成本袁应该禁止公司管理人员的内幕交易达

影响程度尚未深入尧具体地涉及遥

到社会福利最优遥

[47]

2. 国内研究动态

3. 内幕交易的识别研究袁学者在选择甄别方法

时袁并未充分考虑到各种方法的普适性袁即需要考

我国对内幕交易监管的研究包括两大领域袁分

虑到各国金融证券的发展环境尧证券市场的运行机

别是法学和经济学袁 其中法学领域为主要领域袁大

制尧证券监管和法律体系以及投资者的异质性等等

多集中于对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法律法规的解读袁探

来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相应研究遥 另外这些识别方

讨如何从法律角度加强对内幕交易行为的监管曰而

法在实际监管当中的可操作性还有待考量袁因为并

经济学领域研究起步较晚袁且大多集中于内幕交易

未提出更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袁所以其实际应

行为的有效性分析袁 并据此简单提出政策建议袁所

用价值尚处于待估状态遥

以实质性意义不大遥 由此可见袁法学界的研究广度
和深度要远远大于经济学界遥

4. 内幕交易的影响因素袁目前的研究相对来说

还比较欠缺遥 大多数学者仅仅关注于公司治理对内

法学界研究以内幕交易的监管手段尧惩罚措施

幕交易的影响袁 但是公司治理包括诸如股权结构尧

和适用条款为主袁目的在于为监管工作提供借鉴指

激励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袁公司治理的不同方面可

导曰经济学界研究主要内容是对内幕交易监管的效

能对内幕交易产生的影响存在质的差异袁而现有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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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多是指向公司治理的某一个方面袁并不能全面

需要识别出它的存在性袁更有必要在考虑我国为订

反映公司治理对于内幕交易的影响遥 另外袁公司治

单驱动市场的前提下袁研究出一个可供监管部门使

理这一因素主要基于上市公司层面袁而内幕交易涉

用的识别内幕交易行为的模型方法, 找寻提高内幕

及到的参与方还有很多袁比如监管者尧投资者等等袁

交易行为识别正确率与稳健性的最优方法袁从而对

目前尚无文献对此进行相关探讨遥

内幕交易行为作出实时监控遥

5. 内幕交易的监管研究袁其理论与监管模型还

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深入遥 单纯从立法不足来考虑监

3. 突破内幕交易单一影响因素考虑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袁都注重于探讨内

管制度的缺陷对内幕交易监管的影响袁虽说有一定

幕交易发生期间袁 较少有从事前和事后进行分析遥

现实意义袁但是我国对于内幕交易的立法可谓是越

事前主要是指内幕交易形成的原因袁也就是内幕交

来越完善和健全袁其不足以成为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易影响因素袁并且大多数学者仅仅局限于从微观层

的首要原因遥 因此袁监管在何种程度最优袁又该如何

面的公司治理出发进行探讨袁忽略了公司治理因素

结合本国实际借助于模型来剖析内幕交易监管的

之间的差异性以及证券市场其他参与方对内幕交

执法水平和效率应成为当前考虑的问题遥

易的影响袁如投资者尧市场本身尧监管者等等遥 而在

四尧研究展望

考虑法律制度环境对其影响的同时袁尽管健全的法

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梳理袁发现我国对内幕交

律是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尧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促进

易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并进入逐渐发展阶段遥 目前主

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袁但是法律的完善并

要对国外已有成果进行了相应的整合袁而真正结合

非朝夕而就袁因此需要寻求法律制度之外的替代机

中国实际情况袁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证

制来给予支持遥 这就提出了疑问袁那就是在考虑内

券市场内幕交易问题袁并从中创新性地得到理论基

幕交易影响因素时袁是否应该将法律之外的替代因

础性研究以及模型研究的少之又少遥 因此袁有待在

素也考虑在内遥

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院
1. 丰富内幕交易内涵

4. 突破内幕交易监管定性研究

在监管方面袁 由于我国非强势有效市场的现

尽管国内外针对内幕交易的内涵已有了相对

状尧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足等外因以及内幕交易手

完善的界定袁但在其细节的明确上还有待进一步拓

法多样化尧取证甄别难度较大等内因袁使得内幕交

展和延伸遥 比如在内幕人的规定上袁学者一般将内

易行为的监管一直是我国证券监管部门的难题遥 所

幕交易人分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

以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从而规范证券市场袁在当

信息的其他人这两类袁但是对于野什么才属于非法

前我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显得尤为重要遥 但是袁

获取冶这一问题袁还有待进一步明确遥 另外袁在其定

我国内幕交易的监管研究目前仍处于定性研究阶

义中还将高级管理人员列入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

段袁侧重于从法学的角度对监管法律法规条文的不

内袁但是究竟哪些为高级管理人员袁也难以准确对

足等方面进行剖析袁而对监管执法的效率尧成本对

其定位遥 而在内幕信息的规定上袁一方面是未公开
性袁 但是内幕信息非公开性界限难于精确划分曰一
方面是重大性袁何种程度为野重大冶袁在其定义中也
并未发现具体说明遥 因此袁内幕交易的内涵需要国
内外学者思想的碰撞和融合袁在根据自身国情的基
础上袁寻求内涵界定的共性袁并保留只适用于本国
实际的差异袁以此来对内幕交易内涵进行丰富和深
化袁争取实现相对统一并且易于量化的界定遥
2. 形成有效的内幕交易识别体系

国内对内幕交易识别的研究较为分散袁各种方

法都有涉及和运用袁但并未考虑到这些方法的普适
性遥 因此袁我国在对内幕交易识别的研究中袁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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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效果的影响缺乏广泛和深入的研究遥 而从经济
学考虑袁 只是在模型之后简单地提出政策建议袁并
无较大针对性尧应用性和可操作性遥 所以袁如何在符
合本国国情的条件下袁借助于模型来对内幕交易监
管的有效性和最优进行较为全面地探讨袁有必要成
为当前的重要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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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f Inside Trading in Security Market
LI Qi, YUE Fei-fei

渊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250022, China冤
Abstract: There are still many researches on insider trading at home and abroad,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of insider trading, the influence of insider trad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sider trad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鄄
sider trading and the supervision of it.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research methods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to analyze this problem in China's securities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get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model research, we need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insider trading, form an effective discernment system,
break the restraints of the single influencing elements and the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Key words: security market; insider trading;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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