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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股权质押《新规》发布这一外生事件，研究《新规》是否有效抑制 

股权质押的风险。从市场反应来看,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企业在《新规》发布窗口期内的 

累计超额回报也相对较高，表明市场投资者对《新规》的出台给予了积极的反应。该正向 

关系在非国有企业、质押资金流向是股东自身、控股股东存在股权质押、控股股东质押次 

数较多、质权方为券商和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中较强$从实施效果来看，相比于股权质押 

比例较低的企业，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在《新规》出台后下降程 

度更大，表明《新规》起到了抑制“脱实向虚”的作用，有助于降低金融市场风险。本文研 

究结果不仅为《新规》实施后的市场反应和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对十九大提 

出的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的政策制订具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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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在我国的资本市场 

中，一方面股权质押规模巨大，另一方面股权质押资金的使用有“脱实向虚”的现象，这些问题影响 

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增加了金融风险。因此，研究现有的规章制度能否有效防范股权质押 

的风险就显得十分必要。自2013年《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试行）》发布后, 

股权质押业务规模在我国资本市场大幅增长，至2017年末达到6. 15万亿元的规模①。由于股权质 

押业务具有交易快速便捷、标的范围广、质押期限灵活等特点，中国资本市场几乎“无股不押”一 

截至2017年末,沪深两市共有3442只个股的股东曾经或正在进行股权质押，占全体A股上市公司 

总数（3467只个股）的99. 28%②。

需要注意的是，股权质押业务“一片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较大的风险。股权质押本质上是一 

种“加杠杆”行为,其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风险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旦大股东出现信用违 

约，质押标的的抛售就可能进一步引发流动性风险（赵建等,2019）。此外，股权质押的资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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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实向虚”的现象,即股东将股权质押取得的资金用于二级市场股票交易或者进行新股申购，如 

此“加杠杆”的方式提升了市场整体的风险。2017年以来，乐视网、神雾节能、神雾环保、尔康制药 

等明星股接连遭遇股东质押“爆仓”，引起了监管机构的高度重视。据广发证券统计，截至2018年 

1月12日，沪深两市有130家上市公司市场整体质押比例超过50% ,89家上市公司市场整体质押 

比例在45%与50%之间,110家上市公司市场整体质押比例在40%到45%之间。为了防范股权质 

押风险、抑制股权质押业务“脱实向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发布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修 

订）》（以下简称《新规》）。

《新规》对股权质押率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且要求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还限制了中小投资者利 

用小额质押加杠杆,惩罚措施较为严格,被称为“股权质押史上最严新规” &关于《新规》可能带来 

的效果，一方面《新规》在质押率和“脱实向虚”业务方面的限制有助于降低股权质押的风险，投资 

者对此可能产生正向的反应;另一方面,对于股权质押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新规》也可能无法改 

变其风险，《新规》抑制“脱实向虚”和降低风险的作用可能有限&因此,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便是, 

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到底如何看待《新规》，《新规》是否能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

本文基于《新规》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新规》的市场反应及其是否有效抑制了股权质押的风 

险&研究发现:从市场反应来看,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企业在《新规》发布窗口期内的累计超额回 

报也相对较高，表明市场投资者对《新规》的出台给予了积极的反应&该正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 

控股股东将股权质押资金用于自身、《新规》发布时控股股东存在股权质押、控股股东质押次数较 

多、质权方为券商和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中较强&从实施效果来看，相比于股权质押比例较低的企 

业,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在《新规》出台后下降程度更大，表明《新规》起 

到了抑制“脱实向虚”的作用&

本文可能的贡献包括：（1）本文首次研究了股权质押《新规》的作用，丰富了股权质押的经济后 

果的研究&在《新规》之前,没有合适的研究背景可以检验投资者对于股权质押的市场反应，《新 

规》则为检验股权质押的市场反应及《新规》的实施效果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场景& （2）现有 

研究发现股权质押对于企业掏空、风险和价值的影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郝项超和 

梁琪,2009；郑国坚等,2014 ；谢德仁等,2016），可能公司治理较差、风险更大、“掏空”程度更高的企 

业更倾向于使用股权质押作为“掏空”手段&而《新规》则提供了一个外生的事件，使本文得以在控 

制内生性的基础上检验股权质押对于企业的影响& （3）本文也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对《新规》 

出台的经济后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实证结果支持了《新规》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的作用，启 

示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股权质押的信息披露并严格限制其资金的使用范围，以实现十九 

大提出的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制度背景和理论分析;第三节是研究设计;第四节是实证 

检验;最后是结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一） 制度背景

股权质押是指出质人（股票持有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或为第三方贷款提供担保的行为&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明确表示，依法可以转 

让的股份、股票可用于质押&《担保法》从法律角度确立了股权质押行为的合理性,但直到2000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才联合发布了股权质押的管理办法一《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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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明确了公司可以采用股权质押这一新融资途径来获 

得贷款，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股市提供了合法渠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股市的发 

展。但从2000年到2013年，我国股权质押业务都以场外质押为主，从事股权质押业务的质权人主 

要是银行和信托等机构。201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共同制定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试行办法》明确了券商可以作为质权人从事场内股权质押业务。相对于银行和信托，券商的股权 

质押业务开展更为灵活、效率更高，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质押业务有了爆发式增长，中国资本 

市场的股权质押业务步入了一个新台阶。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SMAR）的股权质押数据，从1999 
年到2012年的14年间,A股共新增股权质押1926笔（年均137笔）；2013年到2018年底的6年 

间，共发生新增质押业务5735笔（年均956笔）。2013年到2018年，我国股权质押业务经历了三 

个阶段:从2013年到2015年中，伴随着股市的繁荣，股权质押率也随之攀升,峰值时质押股权的市 

值达到4. 93万亿元;2015年下半年,股市动荡使得股价大大“缩水”，股权质押“爆仓”频发;2016 
年年初，伴随着经济上行，股权质押业务逐渐恢复。到2017年年底，A股几乎“无股不押”，质押的 

股票市值达到6. 15万亿元。

随着股权质押业务愈加“繁荣”，背后隐藏的“危机”也逐渐显现。股权质押业务“脱实向虚” 

的现象大量存在，部分股东将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进行质押后，将得到的资金再次用于二级市场股 

票持有或者新股申购，提升了整体市场的杠杆;此外，部分企业还存在股权质押比例过高的问题。 

如此,一旦公司受到负面新闻或者整体市场下行的影响，很可能发生股权质押“爆仓”，造成股价进 

一步暴跌& 2017年以来，乐视网、神雾节能、神雾环保、尔康制药等明星股接连遭遇股东质押“爆 

仓”。为了防范风险，上交所、深交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发布 

了《新规》，以降低整个市场的“杠杆” &

《新规》的重点是防范股权质押风险，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相较于《试行办法》，《新规》主 

要修订内容包括:股票质押率上限不得超过60%，单只股票市场整体比例不得超过50% （融入资金 

要用于实体经济生产经营;融入方首笔初始交易金额不得低于500万元，后续每笔不得低于50万 

元;若上市公司违反相关要求，证券公司在披露的日期起1年内不得向其提供融资&本文将通过 

《新规》这一外生事件，检验其抑制风险、防范“脱实向虚”的实施效果&

（二）文献回顾

股权质押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市场中的“加杠杆”行为&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股权质押将信用风 

险、市场风险和流动风险紧密联合在一起，一旦大股东出现信用违约，质权方对质押股票的抛售就 

可能进一步引发流动性风险（赵建等,2019），这种“加杠杆”行为导致的股票市场风险还可能传递 

至银行系统，威胁到银行资金（闫先东和朱迪星,2016） &

学术界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质押行为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究&学界认为股权 

质押主要存在两种动机:一种是将股权质押获得的资金用于补给上市公司的自有资金，即股东将股 

权质押作为上市公司融资的另一种手段，用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刘信兵,2016 ）；另一种动机则 

是为了满足股东的个人私益，股权质押的资金主要为大股东自己所用或者用于大股东的其他控股 

公司，甚至股权质押被用作大股东掏空企业的手段（李永伟和李若山,2007）&从经济后果的研究 

来看，学术界偏向于认可后种动机&郝项超和梁琪（2009）率先研究了股权质押和企业价值的关 

系，发现由于弱化激励效应和强化侵占效应，最终控制人股权质押比例与企业价值呈现负相关的关 

系;郑国坚等（2014 ）也发现大股东在股权被质押或冻结时更可能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从而降低 

企业价值&谢德仁等（2016）研究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更低 ，但更多 

是依靠盈余管理等暂时性的手段而非实际提升企业价值&股权质押还会导致一些实际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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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effect),例如李常青等(2018)和杨鸣京等(2019)均发现股权质押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活 

动，黄登仕等(2018)、廖珂等(2018)和何平林等(2018)也一致认为存在股权质押的企业进行“高 

送转”的概率显著更高。公司治理方面，谭燕和吴静(2013 )发现存在股权质押企业的质押品质量 

显著高于配对样本，即股权质押存在正向的治理作用。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股权质押会降低企 

业的公司治理。例如，张雪梅和陈娇娇(2018)认为控股股东会在股权质押前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 

实现盈余的可持续性，谢德仁等(2017 )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更倾向于将开发支出资 

本化以进行正向盈余管理。同时，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企业更可能进行税收规避(王雄元等, 

2018)，且会披露更多的好消息(李常青和幸伟,2017)&从中介机构的研究视角，张俊瑞等(2017) 

和翟胜宝等(2017)均发现会计师事务所会对存在股权质押的公司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翟胜宝等 

(2017)还发现会计师事务所会对存在股权质押的企业增加审计投入，并且更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 

意见。

以上研究成果为分析《新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现有研究发现股权质押对于企业价值、公司 

治理等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且学术界尚未对《新规》的作用进行研究。本文则在股 

权质押风险积聚背景下，研究股权质押《新规》的实施效果&

(三)假说提出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股价变动是对新信息的反映(Malkiet and Fama, 1970 ),股票的价格(公司 

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的自由现金流和资本成本两个因素，而股权质押《新规》则主要可能对企业的 

资本成本(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风险是影响资本成本的主要因素)产生影响，本文将对此展开 

分析&

《新规》对股权质押业务的质押率和质押资金用途的限制，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从而降低资本 

成本，提高股票价格和公司价值,是利好投资者的政策&第一,《新规》能够降低个股“爆仓”风险和 

控制权转移风险&首先，《新规》规定质押率不得超过60%，单只股票的市场整体质押率不得超过 

50% &如此限制了企业的质押比例，特别是抑制了高股权质押比例公司的质押比例继续增长,从而 

降低了高股权质押比例公司未来发生质押“爆仓”的风险和危害程度，因此《新规》能够有效抑制高 

股权质押比例公司未来潜在风险的增长&其次，《新规》对资金用途进行了限制&监管部门在证券 

业协会举办的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回购培训班中指出，《新规》之前，部分股票质押融资被用于二级 

市场投资，资金未完全流入实体经济(例如，宝能系通过银行的股票质押进行融资，将所得资金再 

进行万科股票投资)；部分资金虽然用于实体企业经营,但却投资于国家限制性行业，例如一些滚 

动操作的小额股票的质押贷款&如此“脱实向虚”，增加了市场的整体杠杆风险&黎来芳(2005) 

对鸿仪系“掏空”上市公司的手段分析指出，鸿仪系通过质押股权获得巨额银行资金，通过关联占 

款和担保将众多公司捆绑起来，一旦内部资本出现问题,其他公司便如“多米诺骨牌效应”随之倒 

下&上市公司作为“提款机”，更是首当其冲，这种加杠杆行为大大增加了企业的风险&而《新 

规》对股权质押资金用途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从而有助于抑制股东通过股权质押进行“加杠杆” 

的行为，降低了上市公司的风险&第二,《新规》能够降低大股东对企业掏空的风险&《新规》对 

资金用途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大股东对企业的掏空&通过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股东“股价高位质押”、“违规担保”等操作,且对质押率的限制有助于控制 

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有助于降低大股东的掏空动机(郝项超和梁琪,2009),从而提升 

股票的价格和企业价值&以上分析表明，《新规》对于企业投资者特别是高股权质押比例企业的 

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新规》对企业风险也可能存在不利的影响&第一,《新规》可能会提升高股权质押比例企业的 

解押压力&据《证券日报》报道，目前股权质押的业务实践中,很多大股东是通过股份滚动质押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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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方式实现借新债还旧债的目的①。质押《新规》抑制了股东通过新的质押（新债）还之前质押 

融资（旧债）的可能性，加剧了高股权质押比例公司的解押压力，由此可能导致大股东的现金流更 

加趋紧,从而增加了高股权质押比例公司的“爆仓”风险。第二,《新规》可能提升企业的融资成本&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18年2月1日发布的《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以下简 

称《指数》）显示,当前中国社会融资（企业）平均融资成本为7. 60% &《指数》的项目主任高连奎表 

示“7.6%仅是利率成本，如果加上各种手续费、评估费、招待费等，社会平均融资成本将超过8% , 

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大部分高于10% ”，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平均融资成本仅为7. 24%②,明显低 

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水平&随着股权质押门槛的提高,加之对质押率的限制,对于有融资需求的民 

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言，其难以通过股权质押融资这一相对低成本的融资方式进一步获得资金, 

导致其融资约束加剧和融资成本提升，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进而降低其股票价格和公司价值&因 

此，《新规》对于企业投资者特别是高股权质押比例企业的投资者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坏消息&

总体来看,《新规》抑制风险、降低掏空的正向效应强于负向效应&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 :相比于股权质押比例较低的企业，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企业在《新规》出台后的市场回报 

更高&

进一步地,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非国有企业）之间 

的差异可能导致其对《新规》有不同的反应&本文从显性制度安排和隐性制度安排两个方面进行 

讨论。

从显性制度安排来看，企业性质的不同对于股权质押的具体质押行为和违约清偿等行为都有 

较大影响&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财政部在2001年发布了《关于上 

市公司国有股权质押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制度对国有企业大股东进行股权质 

押需要遵守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追责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具体包括：（1）在股权质押的质押率 

方面，《通知》规定“国有股东授权代表单位用于质押的国有股数量不得超过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国 

有股总额的50% ”，可见国有企业早已在股东层面对股权质押率进行了限定,抑制了国有企业股东  

“高比例”质押的风险;（2）在股权质押资金的用途方面，《通知》规定“由于质押所获贷款资金，应 

当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不得用于买卖股票”，可见国有企业的质押资金用途已有限制，质押资金 

不得用于二级市场股票申购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有企业股票质押“加杠杆”的风险; 

（3）在违约清偿方面，《通知》对国有股权清偿质押债务时的转让和拍卖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严 

格的限制，即使股价跌落到“平仓线”，也需要经过繁复的程序才能协议转让或者拍卖&可见，由 

于正式制度的安排，我国国有企业股权质押的控制权平仓风险和控制权转移风险较低，且本身已 

经存在质押率限制和质押资金用途限制（谢德仁等,2016），因此受到《新规》影响较小&

从隐性制度安排来看，企业性质的不同使得企业相对于质权方的谈判力有较大的不同&我国 

国有控股公司具有天然的“政治联系”和“预算软约束”（林毅夫和李志赞,2004（祝继高和陆正飞, 

2011）,政府对国有企业存在“父爱主义”（谢德仁和陈运森,2009）,由此，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 

业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支持&在股权质押后，如果国有企业面临质押违约风险（即股价低于 

补仓或者平仓线），除了正式制度限定股权转让和拍卖之外，国有企业的政治背景和融资能力也让 

其相对于质权方有较强的谈判力，因此控制权转移风险较低&而非国有企业在面临质押违约风险 

时，则会被要求补仓或者强制拍卖,且非国有企业更难以及时融资补仓，因此非国有企业可能面临 

更大的控制权转移风险&《新规》的实施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非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转移风险,

① 资料来源链接：htty：//www. cs. com. cn.^sses/gsxw/201801/m0180116_5668652. htmi&
② 资料来源链接：htty：//www . chinanews . c om/fortunc/2018/02 -01/8438785. a htm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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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受到隐性制度保护的国有企业而言作用较小&
综上，《新规》的出台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小，而对非国有企业影响较大。基于此，我们提出 

以下研究假说：

H2 ：相比于国有企业，《新规》出台后，企业的市场回报和股权质押比例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 

企业中较强&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样本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A股所有上市公司&本文研究的《新规》发布日期为2018年1月12日，本 

文基于事件日前后［-1, +1］的窗口期计算公司的股票市场反应，基于事件前一周公司公布的股 

权质押情况计算股权质押比例,其他控制变量均使用2017年年末数据&我们对样本进行如下筛 

选:按照证监会2001年行业分类标准,剔除所有金融保险类行业;剔除［-5, +5］窗口期间发布其 

他重大事件公告(如并购、增发配股等)的上市公司样本;剔除数据缺失的观测，最后得到2,100个 

观测&考虑到异常值可能对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双侧1%的winsoaze处 

理&本文股权质押的数据以及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本文所有数据的 

整理、计算和回归过程所使用的软件为STATA14&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事件研究法计算《新规》的市场反应(累计超额回报)&事件研究法是常用的一种经 

济模型和统计方法，通过研究事件发生的时序性数据，来检验市场对特殊事件的反应&事件研究法 

在有投资者参与的研究中尤其有用，因为新信息导致的股价变动反映了投资者对于公司价值期望 

的总和&如此,可以帮助识别潜在的因果性，因为新信息导致股价变动，但是此变动不会内生于先 

前的公司特征&虽然投资者可能犯错，或者政策的经济后果反映的是监管者一系列举措的力度和 

决心，但投资者的反应对于政策的分析仍然是有效的&因为虽然投资者的期望最终没有实现 ，投资 

者的反应对于经济学家和监管者也是至关重要的(LS et ai.,2016) &

本文构建累计超额回报的变量采用［-1, +1 ］的窗口期&本文计算累计超额回报主要采用市 

场模型法，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同时也采用市场调整法&具体方法为:(1)采用市场模型法时, 
估计窗口选取［-230, -30］共计201个交易日作为正常投资收益率的估计窗口，模型为Ra =" + 
#7 +$,其中R”,为市场指数的收益率(参考陈德球等(2009)，采用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流通市 

值加权平均法下的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综合日市场回报率①)，Rc为个股实际的收益率(采用国 

泰安数据库提供的考虑现金分红再投资的日个股回报率),"和为待估参数，残差$则为超额 

回报'AR),累计超额回报G4R等于超额回报的累加& (2)采用市场调整法时，采用市场回报率作 

为股票正常投资收益率(采用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法下的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 

的综合日市场回报率)，超额回报即为个股实际收益率(采用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考虑现金分红再 

投资的日个股回报率)减去市场回报率,累计超额回报CAR等于超额回报的累加&
( ) 模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参考林乐和郑登津(2016)的模型，本文构建了如下的研究模型：

CAR = "0 + "1 Affec*d + 炖 Control/ + Ind + $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CAR具体包括:M_C4R［ -1, +1 ］,由市场模型法计算的［-1, +1 ］窗口的累

①本文的结果在使用等权市场回报计算超额收益后的回归结果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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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超额回报;Ad_CAR［ -1, +1］,由市场调整法计算的［-1, +1］窗口的累计超额回报。AAectee为 

解释变量，具体包括：（1 ）PleeRatg^件前的质押比例，等于事件日（2018年1月12日）前一周企 

业公布的质押股数除以总股数；（2 ） PleTpd，事件前是否高比例质押,若企业在事件前股权质押比例 

PlePRa_a大于30%①则定义为1 ,否则为0。详细变量定义见表1 &

表1变量定义

变量名 变量定义

M_CAR[ -1, +1/

Ad_CAR[ -1, +1/

PledRatia

Pled_d

Restriction

Dual

SOE

Size

BM

Momentum

Lee

Ind

由市场模型法计算的［-1, +1/窗口的累计超额回报 

由市场调整法计算的［-1, +1/窗口的累计超额回报 

股权质押比例，事件前一周公司公布的总质押股数占上市公司所有股份数的比例 

股权质押虚拟变量，当PldRato大于30%时定义为1,否则为0

2017年末的股权制衡度，由第2到第5大股东持股数之和除以1大股东持股数而得 

是否两职合一，若2017年末公司两职合一则定义为1,否则为0

是否是国有企业，若是国有企业则定义为1,否则为0

2017年末的公司规模，等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账面市值比例，等于2017年末的股权账面价值除以总市值

2017年的年持有回报率

2017年末的资产负债率，等于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按照证监会2001年的行业分类标准定义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可以看出，由市场模型法计算的三天窗口期的累计超额回 

报M_G4R［ -1, +1］的均值为-0.003,最大值0.105,最小值为-0.092；由市场调整法计算的3天窗 

口期累计超额回报Ad_CAR［ -1, +1］均值为-0.021,最大值为0. 091,最小值为-0.111。事件前股 

权质押比例PlePRa_a的均值为0. 156,最大值达到0. 812,即不同的企业对于股权质押的依赖程度也 

存在显著的差异。事件前企业质押比例是否超过30%的虚拟变量PleT_d的均值为0.203,表明有 

20. 3%的企业事件前股权质押比例超过30% &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以往研究基本保持一致。

表2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s N Mean SD Min P25 P50 P75 Mcx

M_CAR[ -1, +1/ 2100 -0.003 0.033 -0.092 -0.021 -0.002 0.013 0.105

Ad_CAR[ -1, +1/ 2100 -0.021 0.034 -0.111 -0.039 -0.021 -0.004 0.091

PledRatco 2100 0.156 0.165 0.000 0.002 0.109 0.266 0.812

Pled_d 2100 0.203 0.402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Restriction 2100 0.738 0.598 0.029 0.264 0.581 1.075 2.629

① 本文也采用PleTRata的40%和PleTRatg的75%分位数为界定义变量Pld_d，结果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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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Variables N Mean SD Min P25 P50 P75 Max

Dual 2100 0.247 0.431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SOE 2100 0.324 0.468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Size 2100 22.580 1.249 19.800 21.730 22.460 23.320 26.250

JM 2100 0.448 0.259 0.035 0.258 0.403 0.583 1.373

Momentum 2100 -0.118 0.307 -0.556 -0.327 -0.188 -0.004 1.039

Lee 2100 0.443 0.204 0.064 0.281 0.441 0.587 0.922

分行业的主要变量均值统计见表3&可以看出，按照市场模型法计算时,行业平均累计超额回 

报大于1%的行业有木材家具行业C2 (1.6%)和房地产行业J(1. 5% )(按照市场调整法计算时，各 

行业平均累计超额回报大多为负,但木材家具业C2和房地产业J的平均累计超额回报相对较高。 

就事件前的质押比例而言,行业平均股权质押比例最高的几个行业为:其他制造业C9(35. 2% )，木 

材家具C2(21. 5% )，传播文化L(21. 0% )，社会服务K(20. 3% )，房地产J( 18. 3% ) &可见事件前 

的质押比例和累计超额回报存在一定的正向相关性 。

表3分行业的主要变量的均值统计

行业代码 行业 M_CAR[ _1, +1/ AA_CAR[ -1, +1/ PledRatic Pled_d

A 农林牧渔 0.001 -0.020 0.173 0.207

B 采掘 -0.011 -0.030 0.153 0.188

C0 食品饮料 0.003 -0.013 0.149 0.191

C1 纺织服装 0.001 -0.017 0.192 0.263

C2 木材家具 0.016 0.000 0.215 0.091

C3 造纸印刷 0.004 -0.014 0.185 0.250

C4 石化塑胶 -0.004 -0.024 0.166 0.190

C5 电子 -0.015 -0.031 0.181 0.286

C6 金属非金属 -0.015 -0.035 0.159 0.201

C7 机械设备 -0.004 -0.024 0.142 0.182

C8 医药生物 0.007 -0.006 0.180 0.244

C9 其他制造业 0.010 -0.003 0.352 0.667

D 电煤水的生产和供应 -0.004 -0.019 0.075 0.069

E 建筑 -0.011 -0.030 0.129 0.220

F 运输仓储 -0.005 -0.020 0.044 0.030

G 信息技术 -0.005 -0.026 0.167 0.212

H 批发零售 -0.001 -0.020 0.144 0.198

J 房地产 0.015 -0.001 0.183 0.279

K 社会服务 -0.001 -0.017 0.203 0.277

L 传播文化 -0.006 -0.024 0.210 0.375

M 综合类 -0.001 -0.023 0.143 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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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本文还按照股权质押比例(PlePRatic')的高低将所有观测平均分为10组，并统计出 

各组累计超额回报的均值,具体结果见表4 &可以看出，随着股权质押比例的提升，累计超额回报 

也随之更高。这也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说H1 ,即相比于股权质押比例较低的企业，股权质押比例 

较高的企业在《新规》出台后的市场回报更高。

表4按股权质押比例分位数分组的CAR的均值统计

组别 M_CAR[ -1,+1/ Ad_CAR[ -1, +1/

1 -0.008 -0.023

2 -0.005 -0.026

3 0.000 -0.020

4 -0.003 -0.020

5 -0.004 -0.023

6 -0.004 -0.022

7 -0.003 -0.022

8 -0.006 -0.025

9 0.001 -0.018

10 0.004 -0.013

注:此表为POORa_e按照从小到大分成10组的CAR的均值统计结果&

(二)主要回归结果

表5为本文的主要回归结果&从表5的第1到第4列可以看出，事件前股权质押比例与累计 

超额回报之间的关系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当上市公司在《新规》出台前股权质押比 

例较高时,其累计超额回报也较高。具体来看，表5的第1列显示，累计超额回报(M_CAR[ -1，+1]) 

对事件前的股权质押比例'PlePRatic)回归的系数为0. 01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从经济意义的 

角度来看，事件前的股权质押比例(PlePRatic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累计超额回报(M_CAR : -1， 

+ 1 ])会增加0.2%( PlePRatic的标准差0. 165 X PlePRatC的系数0. 011)。表5第2列显示，累计超 

额回报(Ad_CAR[ -1，+1])对事件前的股权质押比例'PlPRatic)回归的系数为0. 014，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从经济意义来看，事件前的股权质押比例'PlePRatic)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累计超额 

回报'Ad_CAR[ -1，+1 ])会增加 0. 2% (PlePRatC 的标准差 0. 165 X PlePRatic 的系数 0. 014 )& 表 

5第3"4列的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Plee_d，第3"4列PleP_d的系数分别为0. 005和0. 006，且均至 

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些结果表明,事件前的股权质押比例越高，《新规》出台后的市场回报也 

越高，验证了假说H1&

表5《新规》与累计超额回报

Variables
(1)

M_CAR[ -1, +1/

(2)

Ad_CAR[ -1, +1/

(3)

M_CAR[ -1, +1/

(4)

Ad_CAR[ -1, +1/

0. 011 ** 0.014!!!
PeedRatc

(2.208) (2.808)
0.005 !! 0.006 !!!

Peed_d
(2.519) (3.000)

0.001 0.002 ! 0.001 0.002 !
Restriction

(1.006) (1.733) (1.148)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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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 "10%水平上显著。

续表

Variables
⑴ (2) (3) (4)

M_CAR[ -1, +1] Ad_CAR[ -1, +1] M_CAR[ -1, +1] Ad_CAR[ -1, +1]

Dual
-0.001 -0.001 -0.001 -0.001

(-0.406) ( - 0. 670) ( -0.379) ( -0.619)

SOE
0.000 -0.001 0.000 -0.001

( 0.245) ( -0.425) ( 0.060) ( - 0. 726 )

Size
0.001 0. 003 *** 0.001 0. 003 ***

(0.583) (3-184) ( 0.561 ) (3-175)

BM
0.004 -0.001 0.004 -0.002

(1.051) ( -0.311) (1.028) ( -0.368)

Mom'ntum
— 0.018 — -0. 008 !! — 0.018 — -0. 008 !!

( -5.826) ( -2.366) ( -5.811) ( -2.367)

Lee
-0.007 — 0.013 ― -0.007 -0.013 !!!

( -1.554) ( -2.827) ( -1.464) ( -2.721 )

Constant
-0.022 -0. 097 *** -0.021 -0. 095 !!!

( -0.978) ( -4.209) ( -0.915) ( -4.143 )
Ind yes yes ye r ye r

N 2100 2100 2100 2100

R-squared 0.070 0.072 0.071 0.073

进一步地,考虑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在股权质押上的制度差异可能导致其对《新规》 

有不同的反应，本文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6&表6的第1-4列为国 

有企业组，第5-8列为非国有企业组。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组的事件前股权质押比例变量与累计 

超额回报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在非国有企业组中，事件前股权质押比例变量与累计超额回报之间 

的关系为正相关,且均在1%或者5%的水平上显著。这些结果表明受到《新规》影响较大的是非 

国有企业，即相比于国有企业，《新规》出台后企业的市场回报和股权质押比例的正相关关系在非 

国有企业中较强，验证了本文的假说H2&

表6《新规》与累计超额回报:按照产权性质分组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 "10%水平上显著

Variable r

(1)

M_CAR
[-1,+1]

(2)

国有

Ad_CAR

[-1, +1]

(3)

企业

M_CAR 
[-1, +1]

(4)

Ad_CAR 

[-1,+1]

(5)

M_CAR 
[-1,+1]

(6)

国

Ad_CAR 

[-1,+1]

(7)

企业

M_CAR 
[-1,+1]

(8)

Ad_CAR

[-1,+1]

0.000 0.000 0. 013 !! 0. 017***

PledRatco
( 0.025) ( 0.020) ( 2.397) (3.025)

0.005 0.005 0. 005 ** 0. 006 **
Pled_d

(0.818) ( 0.869) ( 2.320) ( 2.765)

Controla ye r ye r ye r ye r ye r ye r ye r ye r
Ind ye r ye r ye r ye r ye r ye r ye r ye r
N 680 680 680 680 1420 1420 1420 1420

Rs quaeed 0.122 0.149 0.123 0.150 0.067 0.061 0.066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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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

第一，本文改变了累计超额回报计算的模型，采用Fama-French三因子(Fama and French, 1992) 

和Fama-French五因子(Fama and French,2015)模型计算累计超额回报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 

表7 Panel A&表7 Panel A第1列和第3列采用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计算出的累计超额回报，第 

2列和第4列采用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计算出的累计超额回报。结果显示,事件前股权质押比例 

变量与累计超额回报仍为显著正相关，且在1%或者5%的水平上显著，与主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

表7稳健性检验

Panel A ：更换计算超额回报模型

Variables
(1)

FF3[ -1# +1/

(2)

FF5. -1# +1/

(3)

FF3. -1# +1/

(4)

FF5. -1# +1/
0.011 !! 0.012 !!

PeedRatco
(2.335) ( 2.496)

0.005 !!! 0.005 !!!
Peed_d

( 2.625) ( 2.686)

Controlo ye s ye s ye s ye s
Ind ye s ye s ye s ye s
N 2100 2100 2100 2100

R-squared 0.075 0.072 0.076 0.073

PaneS B：增加事件日窗口

(1) (2) (3) (4)
Variables

M_CAR[ -2# +2/ Ad_CAR[ -2# +2/ M_CAR[ -2# +2/ Ad_CAR[ -2# +2/

0.009 0.012 !
PedRatco

(1.414) (1.817)
0.004 ! 0.005 !!

Ped_d
(1.673) (1.980)

Conreoe ye s ye s ye s ye s
Ind ye s ye s ye s ye s
N 2100 2100 2100 2100

R-squared 0.118 0.119 0.118 0.119

Panel C：更换事件日为《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日

(1) (2) (3) (4)

Variable s M_CAR_draft M_CAR_draft M_CAR_draft M_CAR_draft

.-1# +1] [-2,+2/ [-1,+1/ [-2,+2/
0.009 !! 0.013 !!

PedRatco
(2.058) ( 2.114)

0.003 ! 0.002
Ped_d

(1.675) (1.025)

Conreoe ye s ye s ye s ye s
Ind ye s ye s ye s ye s
N 1931 1931 1931 1931

R- squared 0.050 0.048 0.050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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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anet D（更换股权质押虚拟变量的比例

Variable r
(1)

M_CAR[ -1, +1/

(2)

Ad_CAR[ -1, +1/

(3) (4)

M_CAR[ -1, +1/ Ad_CAR[ -1, +1/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 "10%水平上显著。

0.004 !! 0.005 !!!
Ped75%_d

(2.163) ( 2.606)
0.005 !! 0.006 !!

PleTA0%o _d
( 2.037) ( 2.530)

Controla ye r ye r ye r ye r

Ind ye r ye r ye r ye r

N 2100 2100 2100 2100

Rs quaeed 0.071 0.073 0.070 0.072

第二，本文采用[-2, +2]的5天事件日窗口计算累计超额回报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见表7 
Panet B&可以看出，事件前股权质押比例变量与累计超额回报之间的关系仍然为正,且在第2、3、4 
列中保持显著。该结果与主回归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第三,本文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7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发布日（2017年9月8日）的市场反应进行检验。考虑到《征求意见稿》中已经 

披露了《新规》的一些重大改动，虽未最终确定执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监管者抑制股权 

质押“脱实向虚”和“降杠杆”的决心，因此也可能提前引起一定的市场反应。本文设置被解释变 

量M_CAR_draft[_ -1, +1 ],为市场模型法计算的《征求意见稿》发布日的三天窗口累计超额回报; 

M_CAR_draft[ -2, +2],为市场模型法计算的《征求意见稿》发布日的五天窗口累计超额回报。表 

7 Panet C为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事件前股权质押比例越高的企业在《征求意见稿》发布时的累计 

超额回报也越高，与《新规》发布日时的市场反应基本保持一致。

第四，本文重新定义了虚拟变量。首先，本文定义虚拟变量PleT75% _ d,当PldRata超过 

PldRata的75%分位数时定义为1 ,否则为0 （其次，本文定义虚拟变量Pld40%_d,当PldRata超 

过样本的40%水平时定义为1,否则为0&结果见表7 Panet D&可以看出，事件前股权质押比例较 

高的企业累计超额回报显著高于事件前股权质押比例较低的企业，与主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第五，参考陈运森等（2018）的研究，本文还在主模型中控制了市场类型,该结果与主回归保持 

一致，由于篇幅限制，留存备查&

（四）截面分析

为了区分股东股权质押的用途，本文将控股股东质押的资金用途分为流向上市公司和流向股 

东自身①②&理论上，如果控股股东将质押所得的资金用于其自身，则意味着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 

带给公司更高的风险，因此《新规》颁布可以抑制该类公司的风险,进而表现出正向的市场反应;如 

果控股股东将质押所得的资金用于公司，则意味着股权质押行为带给公司现金流，《新规》的颁布 

抑制了该类公司的筹资途径，因此市场可能不会表现出正向的反应,甚至可能会表现出负面的反

①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② 之所以选择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资金用途进行研究是因为:一个公司往往有多位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其用途往往并不一 

致，其中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资金用途与公司的关系最为紧密,且最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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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本文的具体做法是:识别出控股股东在《新规》前的最后一笔股权质押业务，根据CSMAR的分 

类和人工识别，判断出该笔股权质押业务的资金流向①,实证结果见表8。第1-4列为控股股东将 

质押所得的资金用于公司的样本。第1列和第2列中PlePRatic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第3列和第 

4列中PleP_d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在控股股东质押资金流向公司时，公司股权质 

押比例对《新规》出台后的市场反应没有明显的影响。第5-8列为控股股东将质押所得的资金用 

于自身的样本,PeeRatic和PleP_d的系数均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当质押资金流向股东自 

身时，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公司市场回报也较高,表明市场认为《新规》抑制了此类公司的风险。 

该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进一步说明《新规》确实抑制了不利于公司的股权质押业务的风险。

表8《新规》发布前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资金用途

Variable s

(1)

M_CAR
[-1,+1]

(2)

质押资金:

Ad_CAR

[-1, +1]

(3)

流向公司

M_CAR
[-1, +1]

(4)

Ad_CAR 

[-1,+1]

(5)

M_CAR 
[-1,+1]

(6)

质金

Ad_CAR

[-1,+1]

(7)

流向自身

M_CAR 
[-1,+1]

(8)

Ad_CAR

[-1,+1]

-0.007 -0.004 0.012 !! 0.016!!!
PeedRatc

( -0.245) ( -0.130) ( 2.071 ) ( 2.662)

0.005 0.007 0.005 !! 0.006 !!!
Peed_d

( 0.424) ( 0.610) (2.338) ( 2.747)

Conreoe ye s ye s ye s ye s ye s ye s Yes ye s

Ind ye s ye s ye s ye s ye s ye s Yes ye s

Ob se rvation s 108 108 108 108 1316 1316 1316 1316

R- squared 0.291 0.287 0.292 0.290 0.088 0.077 0.089 0.078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 "10%水平上显著。

根据股权质押的特点，我们对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次 

数、质权方是否是券商进行了截面分析②。首先,本文按照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股权质 

押进行分组。相对于持股比例较低的股东，控股股东实施股权质押会给公司带来更大的风险,如控制 

权转移风险、利益侵占风险、股价崩盘风险（郝项超和梁琪,2009；谢德仁等,2016）。因此，相对于控股 

股东未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司，《新规》更可能会抑制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的风险。本文识别 

出在《新规》颁布时，控股股东是否仍存在股权质押业务,实证结果见表9 Panel A。从第1、2列可见, 

在控股股东存在股权质押的组别中，股权质押比例与累计超额回报显著正相关;从第3、4列可见，在 

控股股东不存在股权质押的组别，股权质押比例与累计超额回报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 

本文发现的结果主要出现在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进行股权质押的组别,与理论预期相符合。

其次，本文按照《新规》前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次数进行分组。相对于股权质押次数较少的 

控股股东,质押次数较多的控股股东会带给公司更大的不确定性，使公司面临更大的风险，进而受到 

《新规》的影响也越大。本文识别出《新规》颁布前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次数，并按照质押次数的 

中位瞬行分组检验,实证结果见表9 Panel B。卿1、2列可见，在控股股东质押次数较多的组U,公司 

股权质押比例与累计超额回报显著正相关;而第3、4列显示，在股权质押次数较少的组别,股权质押比例

① 控股股东未发生股权质押的，则不纳入分析的样本。

② 在以下截面分析中，仅报告因变量为M_CAR[ -1, +1]的结果，其他结果一致，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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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累计超额回报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本文发现的结果主要出现在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 

押次数较多的公司中,即市场认为《新规》可以抑制频繁进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的风险。

最后，本文区分了公司进行股权质押的质权方&股权质押作为券商的创新业务，开展过程中体 

量庞大也带给券商较大的风险,券商股权质押业务“暴雷”事件频发①。《新规》中对券商从事股权 

质押业务进行了一系列的指引和规则限制。因此，相对于向银行和信托等机构进行股权质押的公 

司，向券商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司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进而受到《新规》的影响更大。在此，本文选 

取在《新规》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一步分组为质权方为券商和非 

券商,实证结果见表9 Panet C&从第1、2列可见，当质权方为券商时，公司股权质押比例与累计超 

额回报显著正相关;而第3 "4列中，当质权方为非券商时,股权质押比例与累计超额回报之间的关 

系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向券商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司受到新规的影响更大，即《新规》在 

更大程度上抑制了券商股权质押业务的风险。该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

表9《新规》与累计超额回报：区分股权质押特点

Panet A ：按《新规》发布时控股股东是否存在股权质押分组

Variable r

(1)

东

M_CAR[ -1, +1/

(2)

•在股权质押

M_CAR[ -1, +1/

(3)

控股股东不為

M_CAR[ -1, +1/

(4)

在 权质

M_CAR[ -1, +1/

0- 018 *** 0.008
PedRatco

( 2.589) ( 0.895)

0.005 !! 0.005
Ped_d

(2.198) (1- 147)

Controla ye r ye r ye r ye r

Ind ye r ye r ye r ye r

Ob s ervations 1028 1028 1072 1072

Rs squared 0.095 0.094 0.069 0.070

Panet B：按《新规》前控股股东曾进行股权质押的次数分组

Variable r

(1)

次数大匚

M_CAR[ -1, +1/

(2)

F中位数

M_CAR[ -1, +1/

(3)

次数小于峯

M_CAR[ -1, +1/

(4)

:于中位数

M_CAR[ -1, +1/

PedRatco 0- 019 ***
0.007

( 0.721 )

Ped_d
0.005 !!

(2.303)

0.004
(0- 923)

Controla ye r ye r ye r ye r

Ind ye r ye r ye r ye r

Ob s ervations 1021 1021 1079 1079

Rs quaeed 0.094 0.095 0.071 0.071

① 券商股权质押“暴雷”事件频发，此类新闻屡见不鲜&例如：https: ^/stock. hexun. com//2019 - 01 - 14/195862289. htmi ； 

htty://finance, sina. com. cn/roll/2019 - 01 - 14/doc - ihqhqcis5878470. sht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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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anel C：按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质权方是否是券商分组

Variable s

(1)

质权方

M_CAR[ -1, +1/

(2)

是商

M_CAR[ -1, +1/

(3)

质权方:

M_CAR[ -1, +1/

(4)

商

M_CAR[ -1, +1/

0. 031 !!! 0.006
PedRatco

(3. 598) (0.431)

0. 007 !!! 0.001
Ped_d

( 2.752) (0.183)

Conteoe ye s ye s ye s ye s

Ind ye s ye s ye s ye s

Ob s erva/ons 688 688 340 340

R- squared 0.124 0.117 0.159 0.159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 "10%水平上显著。

此外,以往的研究发现股权质押弱化激励效应和强化侵占效应，加剧了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 

使得其公司治理水平降低（郑国坚等,2014 ；谢德仁等,2016），因此股权质押带来的“爆仓”风险和 

“脱实向虚”的现象则更可能发生在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中。由于《新规》目的在于抑制股权质押 

的风险，那么《新规》则对于其发布前（事件前）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更可能产生有效的影响。为 

此,我们进一步按照《新规》发布前公司的治理情况进行分组检验。

首先,我们按照是否两职合一将总样本分为两职合一组和非两职合一组,一般来说两职合一的 

公司的治理问题更严重（Pi and Timme, 1993 ; Jen s en, 1993 ; Goyai and Park, 2002 ； Davidson et ai., 

2004；张松孝等,2013）。结果见表10 Panel A&从第1、2列可见，在两职合一组中，股权质押比例 

与累计超额回报显著正相关;从第3"4列可见，在非两职合一组中，股权质押比例与累计超额回报 

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事件前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受到《新规》的影响更强。

表10《新规》与累计超额回报:截面分析

Panel A :按是否两职合一分组

Variable s

(1)

两职

M_CAR[ -1, +1/

(2)

合

M_CAR[ -1, +1/

(3)

非两朋

M_CAR[ -1, +1/

(4)

合

M_CAR[ -1, +1/

0. 018 ! 0.007
PedRatco

(1.954) (1.287)

0. 008 !! 0.003
Ped_d

( 2.259) (1.336)

Conteoe ye s ye s ye s ye s

Ind ye s ye s ye s ye s

N 518 518 1582 1582

Rs squared 0.061 0.063 0.085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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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 "10%水平上显著。

续表

PaneS B：按两权分离度大小分组

(1) (2) (3) (4)

Variable s 权分 大 两权分离度小

M CAR[ -1, +1/ M CAR[ -1, +1/ M CAR[ -1, +1/ M CAR[ -1, +1/

0. 016 ! 0.008
PedRatco

(1.674) (1.375)

0. 009 !! 0.003
Ped_d

( 2.309) (1.380)

Conteoe ye s ye s ye s ye s

Ind ye s ye s ye s ye s

N 531 531 1504 1504

Rs squared 0.091 0.096 0.078 0.078

PaneS C：按掏空程度大小分组

(1) (2) (3) (4)

Variable s 大 掏空程度小

M CAR[ -1, +1/ M CAR[ -1, +1/ M CAR[ -1, +1/ M CAR[ -1, +1/

0. 019 !! 0.008
PedRatco

( 2.057) (1.377)

0. 008 !! 0.003
Ped_d

( 2.259) (1.406)

Conteoe ye s ye s ye s ye s

Ind ye s ye s ye s ye s

N 558 558 1540 1540

Rs squared 0.068 0.070 0.086 0.086

其次,我们进一步按照两权分离度和掏空程度对全样本进行分组检验,一般来说两权分离度和 

掏空程度更大的公司的治理问题更严重（Johnson et ai.,2000 ; Claessen s et ai.,2000; Faccia and Lang, 

2002；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 ）&其中，两权分离度采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提供的所有权和控 

制权的分离度进行度量;参考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的研究,掏空程度采用其他应收款除以总资 

产度量。表10 Panel B是按照两权分离度分组的结果，第1、2列是两权分离度大于75%分位数（两 

权分离度大）的组别，第3"4列是两权分离度小于75%分位数（两权分离度小）的组别。从第1、2 
列可见，在两权分离度较大的组别中，股权质押比例与累计超额回报显著正相关;从第3"4列可见, 

在两权分离度较小的组别中，股权质押比例与累计超额回报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表10 Panel C是 

按照掏空程度分组的结果，第1 "2列是掏空程度大于75%分位数（掏空程度大）的组别，第3 "4列 

是掏空程度小于75%分位数（掏空程度小）的组别。从第1、2列可见，在掏空程度较大的组别中, 

股权质押比例与累计超额回报显著正相关;从第3"4列可见，在掏空程度较小的组别中，股权质押 

比例与累计超额回报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些结果也进一步说明事件前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受到 

《新规》的影响更强。

（五）进一步分析

从市场反应来看,我们发现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企业累计超额回报也较高，说明市场投资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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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规》在质押率和“脱实向虚”业务方面的限制有助于降低股权质押的风险，因此投资者对《新 

规》的出台给予了积极的反应。那么，进一步值得思考的问题便是，《新规》是否真的起到抑制“脱 

实向虚”的作用？

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新规》出台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影响。在此，金融资产配置水 

平用于衡量“脱实向虚”程度。参考彭俞超等(2018)和胡奕明等(2017)的研究，金融资产配置水平 

采用两种度量方法:第一是金融资产比例Fia_inv，等于金融类资产①除以总资产。第二是金融资产 

规模Ln_fia_inv，等于金融类资产账面价值加1再取自然对数。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采用双重差分 

法检验《新规》前后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组和较低组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变化&

本文选取2016年到2019年第三季度的数据②。由于《新规》颁布时间为2018年1月12日，本 

文定义变量Post，对2016和2017年的观测值定义为0,对2018和2019年的观测值定义为1&股权 

质押比例高的组别定义为treat组，低的组别定义为control组。PPT50% _d定义为当PledRatia超 

过样本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我们对treat组和control组在《新规》前后的金融资产配置水 

平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1 &由表11的Panet A可知,当采用Fig_ir度量企业的金融资产配 

置水平时,Diff-in-Diff的值显著为负，表明相对于control组,treat组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在《新规》 

出台后下降程度更大&采用Ln_fin_inV度量时结果一致&该结果初步表明《新规》起到了抑制“脱 

实向虚”的作用&

表11《新规》出台前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描述性统计

PaneT A : Fin_inv为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变量

Po st = 0 Po i =1
Diff-in-Diff

Mean Diff Mean Diff

Ped50% _d = 1 0- 208 0. 003 0- 156 -0. 028 -0. 031

Ped50% _d = 0 0- 205 (0- 37) 0- 184 (-3.29**) (-2. 58 **)

PaneT B： Ln fin im＞为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变量

Po st = 0 Po i =1
Diff-in-Diff

Mean Diff Mean Diff

Ped50% _d =1 20.815 0.311 20- 383 0. 034 -0. 277

Ped50% _d =0 20- 504 (3- 24 **) 20- 349 (0- 36) (-2. 05 **)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 "10%水平上显著&

为了进一步控制公司基本特征,我们还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回归&回归的结果见表 12 & 
表12的第1_4列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第5-8列控制了年度效应和公司固定效应(此时Pot可以 

表示为年度变量的线性组合,PPe_d和PLV50%_d可以表示为公司固定效应变量的线性组合，因 

此不需要控制)&结果显示,Plee_d * Post和PPT50%_d * Post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相比于股 

权质押较低的组别,股权质押比例较髙的组别在《新规》发布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下降程度更大& 

该结果支持了《新规》具有抑制“脱实向虚”的作用&

① 金融资产的定义两篇文章有所不同，本文发现两种定义结果一致，在此仅报告彭俞超等(2018)对金融资产的定义，包括 

交易性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和持有至到期投资&

② 目前企业的财务数据仅更新至2019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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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 "10%水平上显著。

表12《新规》出台前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变化

Variable s
(1)

Fio_inv

(2)

Ln Fc inv

(3)

Fcn_cnv

(4)

Ln_Fcn_cnv

(5)

Fcn_cnv

(6)

Ln_Fcn_cnv

(7)

Fcn_cnv

(8)

Ln_Fcn_cnv

-0. 013 !!! 0. 049 **
Ped_d

( -3.227) ( 2.077)

-0.020!!! -0. 345 !! -0. 019* -0.273 !!!
Ped_d!Pott

( -3.824) ( -10.667) ( -5.964) (-12. 595)

0.003 0.218!!!
Pled50[ d

( 0.405) (4.478)

— 0.027 郴 -0. 570!!! -0. 021 !!! -0. 435 !!!
PPP50% d * Post

( -2.389) ( -8.396) ( -3.125) ( -9.678)

-0. 007 !! -0. 121 !! -0. 010* -0. 172 !!
Pott

( -2.454) ( -7.435) ( -3.919) ( -11.396)

Conteoe ye s ye s ye s ye s ye s ye s ye s ye s

Ind ye s ye s ye s ye s no no no no

Yeas & Firm no no no no ye s ye s ye s ye s

N 12149 12149 12149 12149 12149 12149 12149 12149

R-squared 0.122 0.738 0.116 0.736 0.772 0.919 0.771 0.918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1月12 
日发布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修订）》（简称《新规》）为研究背景, 

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股权质押《新规》出台后的市场反应及其实施效果&结果发现:股权质押比例 

较高的企业在《新规》发布窗口期内的累计超额回报也相对较高，且该正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控 

股股东将股权质押资金用于自身、《新规》发布时控股股东存在股权质押、控股股东质押次数较多、 

质权方为券商和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中较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股权质押比例较低的企业, 

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在《新规》出台后下降程度更大，说明《新规》有助于 

抑制企业“脱实向虚”&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主结果依然成立&

对应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 

几点启示&第一，投资者对《新规》抑制企业风险的规定给予的正面的反应，可见投资者对于《新规》 

给予了肯定,启示监管者可以进一步坚定为资本市场“去杠杆”、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的决心&第 

二，《新规》出台后，企业“脱实向虚”的行为受到抑制，表明政府出台政策抑制市场整体风险取得了初 

步成效，启示相关负责人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股权质押的信息披露和严格限制其资金的使用范围，以 

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第三，《新规》对质押率的限制主要 

体现在个驱面，但实际上最终控制人或者控股股东采用高比例股权质押时,一旦被“平仓”或者借机 

“掏空”企业,企业受到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因此建议进一步增强对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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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ing Sentiment and Credit Cycle

YU Zhen[a] DING Shangyu3 b] YANG Rui[ c

(Center for China Public Sector Economy Research3c4 # School of Economics3c,b4 , 

and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304 ,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bank sentiment can cause credit cycle 

fuctuations by lecting the credit supply. Does this effect exist in China's bank-led financial system? We use the data from 

the Bankek Survey RepoP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o construct a bank sentinient index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then test the correlation and the “ Oad-Og" rela/onshig between bank sentinient and different credit 

indicators with cross-spectrum analysis. The main conclusions and impUc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Bank sentiment 

vela/lity is clearly ahead of the credit cycle fuctua/ons, which is its fouvard-looking indicator. Bank sentiment has the

strongest correlation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MB loans and credit-type shadow banking, but the correlation direction is 

opposite. This means that bank sentiment has been fully released in the lightly reyulated Wf-balance-sheet, which not only 

increases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but also weakens the eCectiveness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such as moneta* policy. 

Therefore, bank sentinient should be seen as a signal of systemic financial risk and be included in the toolbox of expectation 

management and macroprudenhai reyula/on.

Key Worrs: Bank Sentiment； Credit Cycl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 Cross Spectral Analysis

JEL ClassiCcahon: E32 ； E44 ； G21

Does the New Regulation on Stock Pledge Reduce Financial Risk?

ZHENG Dengjin YUAN Wai WANG Baiqiang

(School of Accountancy, Central Universio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 China)

Absh'achThis paper studies whether the stock pledge New Reyula/on effectively controO the risk of stock pledge 

based on the exovenous release of the stock pledge New Reyula/on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reactions,the companies with higher ratio of stock pledge have higher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 CAR) when 

the New Reyula/on is released,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market responds positively to the New Reyula/on. This positive 

relationship is more pronounced in non-SOEs, enterprises with controlling shareholOers using the pledge financing funds to 

support themselves, enterprises with controlling shareholOers with stock pledge, enterprises with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with 

frequent stock pledges, enterprises whose pledgees are brokers and enterprises with poor corporate governance.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the financial assets allocat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ratio of stock pledge 

significantly declines more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New Reyula/on compared with enterprises with lower ratio of stock 

pledge. This resuO suggests that the New Reyulation indeed plays a *le in restraining stock pledge financia/z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market reactio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eyula/ons,but also have enlightenments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C claio on deepen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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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povenhng the financial risks.

Key Words: New Reyulation on Stock Pledge ； Market Reaction ； Financial Assets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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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Firancc and Intereational Trade

------ A Study Based on the Experiencc of 36 Countrice

MA Degong3a] LUO Yuka[v] ZHANG Yang3c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 Chengdu 610065 # China3c#b4 ；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Aghcu/uol University of Financc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3c4 )

Abstract: Based on a panel data set of 36 counties from 2007 to 2017 #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financ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c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rect on both the general level and growth rat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in which the accessibility and 

popularity of financial seoice plays an impoOant ole. The positive er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less developed economies. 

Further test shows a channel of the above erect is that financial service can help the start-up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Oance of improving the inclusive finance system.

Key Words: Inclusive Finance ； InUrnationai Trad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JEL Classifcation ： D91 ； F12 ； G21

Contagion # or Interdepepdepcc ?

------ A Literature Survey of Capital Market Contayion

FEI Zhaoq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 100028 # 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teyrahon of global capital markets#financial markets become more interdependent# but the risk 

contayion between markets offsets the benefits of inteyration to a large extent and threatens the theoohcal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asset pricing models based on market interdependence. Against the above background # this article makes an

exploration on the theoohcal border between market interdependence and contay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various

definiionsofcon agion aeeaeceoseeyeeeaed omaeke:in eedependenceand :hechanneesofcon agion aeein eeweaeed wih 

:hoseofmaeke:in e edependence. Mo eeo ee e#:he measu eemen:of ma eke:in eedependencehasadecisieeeoeein :he es:of 

con agion.Thekeyof:heisueisodefineand ceasify:hepeopagaion channeesofmaeke:in eedependenceand con agion. 

The article alse give the police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for China's capital account liVeralization.

Key Words:Contayion；Interdependence；Capital Market；Risk Propayation

JEL ClassiOcation: E44 ； F36 ； G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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