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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反映假说：
有效市场假说的一种替代
○郑鑫成
一、不完全反映假说

按照有效市场假说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不完全反映假说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ＥＭＨ）最流行的解释，资产的市场价格充分反映了所有
可以公开获得的信息（指弱势有效）。但是我们看到，投

ＩＲＨ）
是以
“噪音理性预期模型
（ｎｏｉｓ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资者总是试图发现那些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的股票，尽

ｍｏｄｅｌ）”的均衡结果为基础的。这一模型假定市场中存在

管 ＥＭＨ 认为这是徒劳的；企业管理层总是试图将利空消

着两类交易者：掌握信息的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ｎｏｉｓｅ

息隐藏在脚注里，而监管当局则尽量消除这些做法，尽管

ｔｒａｄｅｒｓ），后者指那些不是出于对信息的理性反应，而仅

ＥＭＨ 认为不管信息以何种方式呈报，都会反映在股票价

仅是由于需要变现、
平衡投资组合甚至只是突发奇想等随

格中。因此，实务界和监管当局似乎并不相信该假说。即

机交易的市场参与者。
噪音交易者的存在使得市场无法完

使在学术界，ＥＭＨ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的挑战。

全反映公开的信息，
从而掌握信息的交易者能够利用这些

但因为没有人提出一种替代的假说来解释市场为何会失

信息获利。
噪音理性预期模型可以推导出一个均衡结果，即：收

效以及如何失效，一些学者（Ｆａｍａ， １９９８；Ｋｏｔｈａｒｉ，
２００１）
认为市场失效的实证证据只不过是一些统计意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ｆｌｕｋｅｓ）
，
ＥＭＨ的主流地位并未受到影响。

集信息的交易者数量刚好使得他们利用这些信息获得的收
益等于信息收集成本。我们做一简化假设，假定所有交易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２）提出的不完全反映假说试图解决

者拥有相同的资金量（指可以用于风险交易的资金量，下

这一问题。本文首先概要介绍该假说，然后讨论其对实证

同）和风险偏好。在这种情况下，有越多的交易者收集信

会计研究、财务分析和投资实务、财务报告实务及监管的

息，价格对信息的反映就越完全，利用这些信息交易获利

启示。

就越低。如果收集信息的交易者太少，则会有更多的交易
７． 参加分红保单的相关百分比，
保单持有人红利的会

期收入都应计息，利率采用计算毛利润时的利率，
即保单
持有人账户的生息利息利率。
五、财务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
ＦＡＳＢ发布的ＳＦＡＳ ６０有关美国保险业财务报表信息
披露的有关规定主要如下：

计处理方法，
红利金额以及其他利益如何分配给保单持有
人。
８． 与股东权益、法定资本、公积及法定会计处理对保
险业支付股东股利能力的影响有关的下列资料：
（１）法定

１． 预计未来赔款及理赔费用负债的基础。

资本及公积的金额；
（２）假如对于保险业法定资本及公积

２． 估计未来保单给付负债所使用的方法与假设，并

具有重要性，为遵照法令要求，
所需要的法定资本及公积

披露当期所运用的假定平均投资报酬率。
３． 新合同取得成本
（资本）化的性质、成本摊销方法
及当期摊销的金额。

的金额；
（３）发放股利的法律限制的性质及不适宜作为股
利发放给股东的留存收益的金额。
９． 人寿保险业或其母公司若采取合并报表或权益法会

４． 财务报表上短期保险合同的未付赔款及理赔费用

计处理时，
下列资料应予披露：
（１）依美国国内税法规定，

负债的账列现值，以及此类负债折现时所使用的利率范

保单持有人盈余的处理以及若保险业采取某特别行动可能

围。

应付的所得税，都应适当地加以说明；
（２）尚未计列所得
５． 如果短期合同保费发生亏损的情形存在时，保险

业应将预期投资收益纳入决定保费。
６． 在保险经营上的再保险交易的性质及重要性，包
括承保及分保的再保险费，及估计可从再保险人分摊回
可减少未付赔款及理赔费用负债的金额。

税的保单持有人公积的累计金额。
１０． 对人寿保险业任何已超过未计列当期或递延联邦
所得税的保单持有人公积后的留存收益金额，
以及未提列
递延所得税的理由。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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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去收集信息，因为利用这些信息获得的收益超过其收

消息蕴涵的信息进行交易的交易者认为该股票价值增加了

集成本；反之，如果有太多交易者收集信息，则其中某些

不止 ５％，其价格才有可能上涨 ５％，因为价格变动仅仅部

人会放弃收集，因为交易获利太低不足以弥补信息收集

分地反映了该信息。该信息激发的交易兴趣越低，依据信

成本。因此，均衡结果要求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交易者承担

息的交易者认为的价值增加与实际的价格上涨之间的差距

信息收集成本，而且成本越高的信息只有越少的交易者

越大。再如假定实证证据表明，
盈利数据与股票价格之间

去收集。

的关联度比现金流数据高，按照 ＥＭＨ，这说明投资者认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把上述均衡推广到财务报告，首先对统计
信息（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和数据（ｄａｔａ）进行了区分，指出统计

为盈利信息比现金流信息更相关；但ＩＲＨ可以将此解释为
取得盈利信息的投资者比取得现金流信息的投资者更多。

信息是从原始数据中析取出的有用的事实，比如财务比

要检验信息取得成本与价格反应之间的这种联系，
我

率；然后指出，尽管数据通常可能无偿取得，但获取统计

们需要识别和度量这些成本。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一

信息往往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应用前述的均衡结果，从

是将信息取得成本视为识别、收集、整理、打印及处理数

公开数据中获取某统计信息的成本越高，
以该信息为基础

据等花费的现金支出，
可以用数据发布媒介的覆盖率和财

进行交易的投资者就越少，
市场价格对该信息的反映就越

务分析师的普及程度来衡量；二是信息取得成本反映了从

不完全。

已经收集到的数据中析取信息的难易程度。
这些成本的量

当然，
市场中的交易者拥有的资金量和风险偏好不会

化都比较困难，但可以在实证研究中避开具体的量化问

相同，因此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 引入了一个变量——“交易兴趣

题。比如，我们可以检验，将股票期权在收益表中确认为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
以放松前述简化假设。
所谓交易兴趣，

费用，或者仅仅毫不起眼地披露在附注中，
市场是否对前

指给定该偏差，交易者愿意因为该偏差而增加的交易量。

者反应更激烈；如果存在显著差异，则实证结果支持ＩＲＨ，

收集某信息的交易者越多，
收集该信息的交易者拥有的资

尽管我们并没有对两种情况下的信息取得成本进行具体量

金量越大、风险偏好越高，则该信息激发的交易兴趣就会

化。
２． ＩＲＨ 与财务分析及投资实务。按照 ＥＭＨ 可以导出

越高。
现在，我们可以将不完全反映假说（ＩＲＨ）总结如下：

一个有关财务分析的悖论：有效市场已经完全反映了相关

从公开数据中获取某统计信息的成本越高，
市场价格对该

信息，因此没有人会花费成本收集信息；但如果没有人收

信息的反映就越不完全。
这是由以下因果关系链造成的：

集信息，信息就不会反映在市场价格中。ＩＲＨ利用理性预

信息获取成本越高→收集该信息的交易者越少→该信息激

期模型，
借助信息激发的交易兴趣这一变量来度量对信息

发的交易兴趣越低→市场价格对该信息的反映越不完全。

的需求，推出当信息取得成本上升时，对信息的需求将下

二、不完全反映假说给我们的启示

降，
从而清楚地阐明了市场有效程度和对信息的需求之间

１． ＩＲＨ与实证会计研究。
ＩＲＨ的某些最基本的含义与

的关系。
噪音理性预期模型主要被用来研究对私有信息的

实证会计研究中常用的 ＥＭＨ 的含义相似。比如事件研究

需求（如 Ｌｕｎｄｈｏｌｍ，１９９１），ＩＲＨ 则把该模型的应用推广

（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利用ＥＭＨ预测股票价格在公布利好消息后
会上涨，
在公布利空消息后会下跌；价格关联研究
（ｐｒｉｃｅ－

到了对从公开数据中析取统计信息的研究。
通过假定所有投资者拥有相同的资金量和风险偏好，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利用ＥＭＨ通过观察到的价格变动推断

ＩＲＨ 预测越昂贵的信息，其收集者会越少。因此，在信息

投资者对公开数据的解读。ＩＲＨ 可以给出同样的定性预

析取成本比较低
（比如具有大量的财务分析师或强势财经

测：由于信息至少部分地反映在市场价格中，因此公布利

媒体）的市场中，会有更多的信息收集行为。关于投资者

好消息后价格会上涨，公布利空消息后价格会下跌，而且

之间的差异，ＩＲＨ同样给出一些有趣的预测：拥有更多资

价格变动与投资者对公开数据的解读正相关。因此，依赖

金或风险偏好更高的投资者掌握的信息能激发更高的交易

ＥＭＨ 的这些定性推测进行事件研究和价格关联研究的学

兴趣，他们利用信息进行交易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

者如果转而依赖 Ｉ Ｒ Ｈ，并没有什么损失。而且，与 ＥＭＨ

也应该更愿意耗资进行财务分析。
这暗示信息倾向于集中

相比，ＩＲＨ 有其独特的优越性：ＩＲＨ 预测市场价格对那些

到那些管理高额资金的交易者手中，
比如大机构投资者。

取得成本更低的信息反应更强烈。ＥＭＨ 无法导出这样的
预测，因为 ＥＭＨ 假定信息的取得不需要成本。
由于信息取得成本与价格反应之间的联系，
对价格变
动的解释也需要改变。假定在某企业公布某消息后，其股

由ＩＲＨ所基于的均衡模型可以推出，市场中的噪音越
多，交易者更愿意主动收集信息，因为噪音越多，拥有信
息的交易者获利就越多。
但是，噪音不会影响市场的有效
程度，因为利用信息交易的收益总是等于信息收集成本。

票价格上涨 ５％。按照 ＥＭＨ，这应该解释为该消息表明该

３． ＩＲＨ与财务报告实务。
企业管理层通常希望企业的

股票内在价值增加了 ５％。但根据 ＩＲＨ，只有那些根据该

盈利和股票价格处于高位，
因为这会提高他们持有股票和

４８ 上海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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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实施角度正确看待平衡计分卡
○ 李
平衡计分卡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ｓｃｏｒｅｃａｒｄ）
思想由哈佛商学院

鸥
行监控，也不能告诉每个成员必须怎样做才能提高业绩。

卡普兰教授（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Ｋａｐｌａｎ ）在１９９２年提出后，在各

正是因为传统业绩计量指标的这些缺陷，
管理者需要一套

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我国学者和企业管理者也对它给予

更超越的业绩计量系统来帮助其执行战略、
提升业绩。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它在我国实务中还没能发挥显著的

另外，目前企业中试行年薪制、管理层持股（ＭＢＯ）、

功效。本文从企业管理需要和管理者行为动机入手，结合

期权激励等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激励管理层更加关注企业长

对平衡计分卡特性的阐述，
建议将平衡计分卡作为一个战

期业绩的改善，这也引发了管理者的另一行为动机：寻找

略管理工具进行研究和应用。

和发掘企业长期业绩的驱动因素。

一、企业管理实践中需要一套战略实施工具

二、平衡计分卡不仅仅是一个业绩衡量系统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对战略制定都给予高

平衡计分卡思想是卡普兰教授及其合作者在总结十二

度的重视。战略规划是以企业的远景目标为起点，通过分

家大公司的业绩衡量系统特点后提出的，
它最初是作为一

析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
竞争对手、生产经营流程和产品

个业绩衡量系统出现的，
但随着平衡计分卡的发展，它的

特点等，
为企业提出一系列怎样实现其长期目标的战略建

作用不再限于业绩衡量。
卡普兰教授认为，平衡计分卡可

议。这些建议通常会给管理者呈现一幅美丽的远景蓝图。

以科学地衡量企业的无形资产在创造持续的经济价值方面

但清晰的战略规划仅仅是企业战略管理的开端，企业更重

所起的作用，这里所指的无形资产包括客户关系、创新、

要的工作是将战略规划转化为每个员工的工作目标，
使日

质量、员工积极性和能力、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等内容。也

常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贯彻企业的战略规划，
这样才

就是说，平衡计分卡思想虽然起源于企业业绩衡量的需

能在既定的时间内实现战略目标。

要，
但是其思想和应用却已经在若干学者的应用研究推动

当今，
以结果为中心的传统测评指标虽然有助于记录

下超越了业绩衡量的范畴，
拓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检测

经营绩效，
但不能帮助管理者对某一程序的行为或能力进

和实施工具。

股票期权的价值、增加其奖金分红，并且有利于他们保住

就能够利用企业管理层的选择来推测其管理能力。

目前的职位或者取得更好的工作。
因此企业管理层在编制

４． ＩＲＨ与财务报告监管。
很多会计监管会影响从财务

财务报告时会尽量使投资者难以发现对企业股票价格不利

数据中析取重要信息的成本，
从而也会影响投资者的财富

的信息，比如选择能改善易受关注的指标（ＥＰＳ、资产负

分配，因为并非所有投资者都决定收集这些信息。在ＩＲＨ

债率等）的会计方法，而把费用和负债隐藏到附注中，把

假说依据的模型中，
拥有信息的交易者利用与噪音交易者

某些经常性开支划为非常项目，
而非常收益却划为营业收

的交易来弥补其信息取得成本。
能够更方便地接触投资专

益，等等。

家或获取信息服务的交易者，其信息取得成本相对较低；

按照 ＥＭＨ，企业管理层的这些行为会影响股票的价

如果监管提高了信息收集成本，这些投资者将从中获利。

格，原因是由于存在基于盈余数据的债务契约或薪酬契

因此，如果要保护噪音交易者（主要是中小投资者），监

约，这些行为改变了提供给市场的信息，
而不仅仅是改变

管当局应该设法将相关信息提供给更多的投资者，
从而降

了信息的形式。但是这种解释并未得到实证证据的有力

低信息收集成本。市场价格对信息的反映越完全，噪音交

支持。而 ＩＲＨ 则认为，即使这些行为仅仅改变了信息的

易者的损失就越小。

形式，也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因为信息取得成本发生
了变化。

但是也要认识到，
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在保护噪音交易
者的同时，也降低了非噪音交易者收集信息的收益，因此

ＩＲＨ还暗示，企业管理层决定隐藏信息本身就传递了

可能会对财务分析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起消极影响。
就社会

某种信号。由于隐藏利空消息只能暂时抬高股票价格，投

整体而言，财务分析技术停滞不前的机会成本，
也许会超

资者可以推测企业管理层需要股票价格立即有良好表现。

过由于噪音交易者的损失减少而产生的社会效益，
监管当

如果缺乏竞争力的管理层害怕股票价格的拙劣表现会引发

局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

对其管理能力的调查，因而通常会缺乏耐心，那么投资者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会计系）
上海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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