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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基于 CCAPM 分析框架推导出股票预期超额收益变动与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之间的关系；然后，以此为基
础构建了包括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因子在内的实证方程；
最后，
利用面板协整的 DOLS 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投
资者的宏观经济预期变动对股票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结合媒体的信息传播作用论证了投资者宏观经济预期变动对
股票收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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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authors use the CCAPM’
s analysis framework of Robert & Lucas and Lagerwall to derivate
s change and consumers’macro economy expect; secondly, they establish the equa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expect stock excess return’
of empirical study including consumers’macro economy expect factor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above; and the authors implement the
empirical study by using panel cointegration method DOL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consumers’macro economy expect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 expect stock excess return’s change. Combining with the role of media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 authors demon－
strates that the change of investors macroeconomic expectations have a contagious effect on stock 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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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证券价值取决于证券支付在经济状态和状态价
格中的分布，因此，宏观经济变量对于证券价格具有
重要的影响。在现实证券市场中，宏观经济变量是否
可以预测股票收益是实证金融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资产配置的角
度而言，预测股票预期收益变动的变量是投资组合
最优化问题的状态变量；其次，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而
言，理解总体股票市场收益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如
何做出反应，对于投资者进行长期风险价值和风险
压力分析非常重要；最后，夏普比率强烈的反经济周
期事实是对现代资产定价模型的一个重要挑战。

尽管许多研究都证实，股票收益可以由一些相
同的变量来预测，但是在经典的资产定价模型中，标
准的预测因子并不是宏观经济变量而是金融变量
（如股利收益、违约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等）。对此，
许多研究者认为标准的金融预测因子是商业环境的
代理变量，并且通过该代理变量来解释它们的预测
能力。例如，经济增长预期的扰动项、
违约风险、
无风
险利率的期限结构等宏观经济因子与 HML 和 SMB
等标准的金融预测因子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尽管经典资产定价模型中金融指标变量 （如股
利价格比、收益价格比和股利收益比等）可以预测长
期市场收益，但是它们对于商业周期的预测能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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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有限的。一旦经济进入商业周期的另一个阶

数研究者都认为，汇率、工业产出、货币供给、通胀率

段，传统的基于金融指标变量的经典资产定价模型
就会面临在现实经济中丧失有效性的危险，从而给
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商业周期所处阶段的突然逆转导致该问题表现得尤

以及长短期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是可以预测股票收
益变动的。
虽然许多研究者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可以预测股
票收益，但是他们在识别显著影响股票收益变动的

为突出。为此，许多研究者试图结合宏观经济因子来
分析股票收益的变动。
在本文中，我们在经典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上，

宏观经济变量因子时，通常存在着一个典型的不足
之处，即他们所估计的模型都是常系数模型。事实

利用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作为宏观经济变量因子来
分析股票收益的变动。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文具有
四个方面的贡献。

票收益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在利用宏观经济变量
因子来预测股票收益时，必须要考虑到商业周期的

（1）在本文中，我们选择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变

上，在不同的商业周期中，宏观经济变量因子对于股

影响。Fama 和 French 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预期股
票收益较高，这是因为投资者不愿意持有风险资产，

动作为影响股票收益变动的宏观经济因子。这是因

而在经济繁荣时期，预期股票收益将变得更高。这表

为，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变动反映了投资者整体对

明，股票收益溢价的时变性可以由与商业周期相关

未来经济变动的预期，它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
更为直接。以前人们主要采用汇率、工业产出、商业
周期以及预期商业环境等宏观经济变量因子来分析

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解释。另外，股票收益波动与商
业周期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Schwert 发现，在经济
衰退时期股票收益波动率明显加大。Corradi、Distaso

股票收益变动，但是，这些宏观经济因子对投资者投
资决策的影响比较间接，而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对

和 Mele 则认为，股票收益的波动率与商业周期有
关，主要表现为股票收益的波动率风险溢价具有很

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更为直接。

强的逆周期性。

（2）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包含的信息更丰富。消

宏观经济变量和商业周期虽然对股票收益变动

费者经济预期指数不仅包含了实际宏观经济变量变

具有显著的影响力，但是，它们对于股票收益的影响
还是比较间接的。事实上，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收益

动的信息，而且还包含了商业周期不同阶段变动的
信息。特别的是，利用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变动可以
更好地预测商业周期不同阶段的转变。
（3）我们在预测股票收益时，不仅考虑了宏观经
济因素（如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变动）对股票收益的
影响，而且还考虑了微观经济因素（如经典资产定价
模型中标准金融预测变量）的影响。同时，我们利用
面板协整的估计方法，使得模型估计结果更为可靠。

的影响最终还是主要通过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来
实现的，而对于投资者投资决策影响更为直接的是
宏观经济新闻 （如政府部门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公告
等相关新闻）和预期商业环境。关于宏观经济新闻对
股票收益变动的影响，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政府部门
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公告等新闻对股票收益变动具有
显著的影响，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此类宏观经济新

（4）在本研究中，我们结合媒体的信息传播作用
论证了投资者宏观经济预期变动对股票收益的影
响，从而丰富了导致股市动荡的传导机制。例如，当

闻对股票收益变动的影响有限，还有一部分研究者
认为上述宏观经济新闻对股票收益变动的影响与商
业周期有关，随着商业周期的不同其表现形式也

经济增长乏力时，由于媒体对相关经济信息的过度
解读和大肆报道会导致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
期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而这种传染性会促使投资者
整体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不断恶化，从而导致股票收

不同。

益变动的传染效应随之出现，进而促使股市价格整
体加速下跌甚至引起股市的崩溃 （如此次美国国债
上限谈判危机和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等新闻

Diebold 在控制了其他金融预测因子后，进一步分析

事例）。
二、
文献综述
从宏观经济变量的角度来预测股票收益，人们
最常用的是直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的实际值来预测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一直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的
影响，如市场规模不够大、股市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
不对称以及股市自由化程度较低等，因此，我国宏观

股票收益。尽管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宏观经济变量

别。目前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收益的影响，

实际值预测股票收益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绝大多

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工业产出、货币供应量以及短期

关于预期商业环境与股票收益变动的关系，一
些研究者认为，预期商业环境与预期超额股票收益
变 动 之 间 存 在 着 密 切 关 系 。 对 此 ，Campbell 和
认为，预期商业环境会以反周期的形式影响股票的
超额收益。

经济变量对于股票收益的影响与国外存在着一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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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对我国股市收益存在着显
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稳定，有时甚至会出现背
离的情形。还有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宏观经济变量
对我国股票价格的影响是有限的。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前人在利用宏观经济变量
来预测股票收益时，没有利用反映投资者整体对未
来经济预期的变量作为股票收益的预测因子，而是
利用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之类的宏观经济变量作为
股票收益的预测因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
济模型对商业周期的预测能力，而且可以使经济模
型更好地反映商业周期对股票收益变动的影响。
三、理论模型
自从 Robert 和 Lucas（1978）、Breeden（1979）建
立了 CCAPM 以来，人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
进行了改进：一是对代表性经济人的效用函数进行
修正 ，如 Mehra 和 Prescott（1985）、Abel（1990）的习
惯形成效用函数、Epstein 和 Zin（1989,1991）的递归
Bakshi 和 Chen（1996）的带有资本主义精
效用函数、
神的效用函数等；二是对资本市场框架进行修正，如
Rietz （1998） 的 包 含 风 险 模 型 、Mankiw 和 Zelde
（1991）的有限股票市场参与模型以及 Constantinides
（2002）的借款与卖空交易约束模型等。但是，上述这
些改进都没有考虑到将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因子引
入到资产价格变动方程中。在本文中，我们基于

其偏好是 Epstein- Zin 偏好，即：
Vt=U(Ct,Et[Vt+1])=
1- ρ

(1- ρ)/(1- γ) (1- γ)(1- ρ)
+β ≤
}
-1
1+(1- β)(1- γ)·Et[Vt+1] ≤
(1- β)(1- γ)
（1）
其中，1/ρ 表示跨期替代弹性，γ 表示相对风

{(1- β)Ct

险厌恶系数，ρ、γ>0，0<β<1。此处我们选择 Epstein- Zin 偏好作为消费者偏好，主要是因为与传统
的效用函数相比，在 Epstein- Zin 偏好中相对风险厌
恶系数与跨期替代弹性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从而使
得该偏好更具有一般性。因此，在该经济中消费者希
望能够实现如下效用函数的最大化：
max Vt=U(Ct,Et[Vt+1])
Ct

n

n

n

（2）

s.t.:Ct+∑i=1
i= Pit·Zit+1≤∑i=1 Yit·Zit+∑i=1 Pit·Zit

其中，Ct 为消费者在 t 时期对单一商品的消费
量；Pit 为企业 i(i=1,2,…n)发行的股票在 t 时期股票
市场中的交易价格；Zit 为消费者在 t 时期持有企业 i
(i=1,2,…n)发行的股票份额量，0≤Zit≤1；Yit 表示企
业 i(i=1,2…n)在 t 时期生产的单一商品量。
根据 Robert 和 Lucas（1978）的研究可知，式（2）
动态最优化的欧拉方程就是该经济中均衡股票价格
变动的行为方程。同时，参考 Weil（1989）关于式（2）
①
的最优化求解，我们可得式（2）的欧拉方程为：

Robert 和 Lucas（1978）、Lagerwall（2004）的 CCAPM
分析框架，推导出股票预期超额收益变动与消费者

(1- γ)/(1-ρ)
Et ≤≤
β(Ct+1/Ct)- ρ ≤
[Rt+1](1- γ)/(1-ρ)- 1Rit+1 ≤
=1，
i=1，
2，
…n
（3）

宏观经济预期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实证方程的构建
提供了经济理论支持。之所以选择 Robert 和 Lucas

(1- γ)(1-ρ)
其中，
H=log ≤≤
β(Ct+1/Ct)- ρ ≤
[Rt+1](1- γ)(1-ρ）- 1Rit+1 ≤
，

（1978）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因为在该分析框架中现
期和未来经济状态的信息都总结在现期产出的变动
中，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状态的预期主要依赖于现期
产 出 变 动 所 提 供 的 信 息 。 之 所 以 选 择 Lagerwall
（2004）的分析框架，主要是考虑到在该分析框架中
我们能够推导出股票预期超额收益与现期产出变动
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结论。
我们假设在经济中只存在两个市场，分别是生
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在生产市场中有 n 个不同的企
业，它们只生产单一的且易腐烂的商品。企业的生产
是完全外生的，没有生产资源可以转化为效用。在该
经济中产出 Yt 遵循马尔科夫过程，其转换方程为 F

n

n

同时，我们假设 H 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则根据对数
正态分布的性质可得 （在本模型中小写字母表示大
写字母的对数值，下同）：
1-γ logβ +E -ρ 1-γ △c + 1-γ -1 r +r
t+1
t+1
it+1
t
1-ρ
1-ρ
1-ρ

≤

≤

1-γ -1
+-r +r ≤=0
1-ρ

1-γ △c
+ 1 var -ρ
t+1
1-ρ
2

t+1

it+1

≤

（4）

根据变量方差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到：
1-γ -1
Et(rit+1)=- 1-γ logβ+ρ 1-γ Et [△ct+1]1-ρ
1-ρ
1-ρ

-1 -var(r )-1-γ
1-ρ

- -var(△c )- 12
1-γ -1
)+ρ 1-γ -cov(△c
1-ρ 1-ρ
1-γ -1
)- -cov(r ,r )
1-ρ

1-γ
Et(rt+1)- 1 ρ2
1-ρ
2

2

t+1

1 var(r
it+1
2

2

t+1

,r )+ρ 1-γ cov
1-ρ

。生产单一商品企业的所
(Y′,Y)=prob ≤
Yt+1≤Y′｜Yt=Y ≤
有权是由每个时期竞争性的股票市场决定的。每个
生产企业在股票市场中只发行一份且完全可分的股
票，消费者在每个时期期初持有的股票量就相应地

(△ct+1,rit+1

表示消费者在该时期拥有该企业生产单一商品量的
份额。我们假定在该经济中具有大量相同的消费者，

=1，
采用与上述相同的处理过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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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it+1= (Pit+1+Yit+1 )/Pit+1 ，Rt+1=(∑ i=1 Yit+1+∑ i=1 Pit+1)/∑ i=1 Pit。

t+1 t+1

t+1 it+1

f

（5）

考虑到 Rt+1·Et {[β (Ct+1/Ct)- ρ](1- γ)(1- ρ)[Rt+1](1- γ)(1- ρ)- 1}

-

-

f
1-γ -1
rt+1 =- 1-γ logβ+ρ 1-γ Et[△ct+1]Et(rt+1)
1-ρ
1-ρ
1-ρ
1-γ 2
1-γ -1 2
var (△ct+1)- 1
var (rt+1)+ρ
- 1 ρ2
1-ρ
2
2 1-ρ
1-γ 1-γ -1 cov(△c ,r )
（6）
t+1 t+1
1-ρ 1-ρ

- -

-

-

综合式（5）和式（6）可得：
f

Et (rit+1)- r t+1 +1/2·var (rit+1)= (ρ (1- γ)）/ (1- ρ)·cov
（7）
(△ct+1,rit+1)+(γ- ρ)/(1- ρ)·cov(rt+1,rit+1)
考虑到 vart[rit+1]项的值非常小，所以，对于上式
（7）我们可以近似表示为：
f

组合构成权重拥有的各企业产出之和的总变动率，
因而它反映了消费者对现期和未来宏观经济状态预
期变动所依赖的信息基础，对此我们可以用消费者
宏观经济预期的变动来加以体现，所以，φq 就表示
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变动对股票预期超额收益率的
影响。
四、实证设计
（一）实证方程
由于 φq 表示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对股票预期
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因此，cov(rit+1,△qt+1)项的风险影
响因子就可以用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因子来表示，

Et (rit+1)- r t+1 ≈(ρ（1- γ)）（
/ 1- ρ）·cov(△ct+1,rit+1)+

记为 MACROEXP。同时，考虑到 φr 主要反映了市

（8）

场组合收益率对股票预期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因而

令 Mt=∑i=1 Pit·Zit，表示消费者在 t 时期所拥有的

我们可以将 cov(rt+1,rit+1)项的风险影响因子用市场溢
酬因子来表示，它可以被看作是影响股票预期超额

(γ- ρ)/(1- ρ)·cov(rt+1,rit+1)
n

n

股票投资组合的市场交易价值；Qt=∑i=1 Yit·Zit，表示
消费者在 t 时期以股利形式拥有的可以用于消费的
单一商品量。因此，消费者在每个时期可行的消费约
束为 0荞Ct荞Mt+Qt。对此，我们进一步假设消费者在
每期的消费量 Ct 与其所拥有的总资源量 Mt+Qt 之间
是固定比例关系，即：
Ct/(Mt+Qt)=ξ圯Ct=ξ·(Mt+Qt)

（9）

对式（9）进行简单变形，并对等号两边取对数可
得：
ct- qt=1nξ+1n[em- q +1]
（10）
对式（10）取一阶泰勒近似，并进行一阶差分等
t

收益率的系统性风险。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通过对
cov(△mt+1,rit+1)项中相关风险影响因子采取不同的假
设，进一步构建相应的实证方程。
1.基于 CAPM 模型的构建。如果我们假设在股
票市场中，具有消费者股票投资组合市场交易价值
变动特征的风险都属于非系统性风险，并且它们之
间是可以完全相互抵消的，那么此时我们可以得到
在 CAPM 模型基础上构建的实证方程：
f

rit- r t =β1·RMRFt+ β2·MACROEXPt+εit,i=1,2,

t

简单的变形后可得：
△ct≈φm·△mt+(1- φm)·△qt
（11）
m- q
m- q
其中，
φm=e /(e +1)<1。同时，将式（11）代入式
（7）可得：

2.基于三因子定价模型的构建。如果我们假设
在股票市场中，具有消费者股票投资组合市场交易
价值变动特征的风险可以分解为规模影响因子和价
值影响因子，那么此时我们可以得到在 Fama 和
French 三因子定价模型基础上构建的实证方程：

f

Et (rit+1)- rt+1 ≈φm·cov (△mt+1,rit+1)+φ·
r cov(rt+1,rit+1)
+φ·
q cov(rit+1,△qt+1)

（13）

……，
n

（12）

其 中 ，φm= [ρ·(1- γ)·φw]/ (1- ρ)，φr= (γ- ρ)/
(1- ρ)，φq=[ρ·(1- γ)·(1- φw)]/(1- ρ)。
由上式（12）可知，△mt 表示消费者股票投资组
合的市场交易价值变化，因此，φm 主要反映了来自
于消费者股票投资组合的市场交易价值变动特征对
股票预期超额收益的影响。rt 表示整个股票市场组
合收益率的变化，因而 φr 主要反映了市场组合收
益率对股票预期超额收益率的影响。△qt 是消费者
以股利形式拥有的可以用于消费的单一商品量，它
的变动主要来自于产出变化。由于在本文模型中产
出变动是遵循马尔科夫过程的，因而在该模型经济
中，现期和未来经济状态的信息都可以总结在现期
产出变量中。考虑到△qt 是消费者按照其股票投资

f

rit- r t =β1·RMRFt+ β2·SMBt+ β3·HMLt+ β4·
MACROEXPt+εit,i=1,2,……，n
（14）
3.基于四因子定价模型的构建。如果我们假设
在股票市场中，具有消费者股票投资组合市场交易
价值变动特征的风险可以分解为规模影响因子、价
值影响因子和动量影响因子，那么此时我们可以得
到在 Carhart（1997）四因子定价模型基础上构建的
实证方程：
f

rit- r t = β1·RMRFt+ β2·SMBt+ β3·HMLt+ β4·
PR1YRt+β5·MACROEXPt+εit,i=1,2,……，n

（15）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方程中，RMRF 表示市场
溢酬因子，SMB 表示规模效应因子，HML 表示价值
效应因子，PR1YR 表示动量效应因子，其扰动项为
εit＝rit- Et- 1[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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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构思
为了能够准确且可靠地检验宏观经济预期因子
对股票收益的影响，首先，我们利用消费者经济预期
指数变动作为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因子的代理变
量。在现实中，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是对消费者总体
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得到的消费者样本关于未来经济
的预期，通过对这些样本进行相关统计处理，以此作
为消费者总体关于未来经济预期的代表。因此，对于
上述实证方程中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因子的代理变
量，一个合适的选择就是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
其次，通过对样本数据选取合适的结构断点，以
获得准确且可靠的检验结果。考虑到 2005 年 7 月股

以下两个原则进行：
（1）2002 年 7 月至 2003 年 1 月
的深证 100 指数样本股是将 2003 年 1 月的样本股
以向前期递推的形式加入到总样本股中；
（2）其余时
期的总样本股则是以上证 180 指数为基准每半年更
新一次，而对于深证 100 指数样本股则是选择每次
更新时间与上证 180 指数最接近的样本股加入到总
样本股票组合中。
4.四因子定价模型中动量因子的计算。在本文
中，我们将动量因子定义为前一年收益率较高的赢
者股票组合月度收益率减去前一年收益率较低的
输者股票组合月度收益率之差。对此，我们将每个

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股市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选

时期 280 只样本股票的前一年年收益率按照降序
排列，并划分出 10 个分位数，第一个分位数的样本

择以 2005 年 7 月作为整个样本数据的结构断点。在

股票作为赢者组合，第 10 个分位数的样本股票作

本文中，我们分为 2002 年 7 月到 2005 年 7 月、2005
年 8 月到 2009 年 11 月以及全部样本进行分析。通
过对上述三个样本时期的相关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为输者组合。对于赢者组合和输者组合收益率的构
造和计算，我们同样按照总市值加权和流通市值加
权两种方式进行。

从而使我们能够获得更加准确且可靠的检验
结果。

5.股票收益率数据的选取。由于在本文理论模
型中给出的股票收益率是考虑了股利支付的收益

（三）变量选取
1.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因子的选取。在本文中，
我们选择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变动的月度数据作为
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因子的代理变量。在实证分析
中，首先，我们将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的当月数据转

率，所以，此处我们选择考虑了现金红利再投资的股
票收益率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对于样本股票，我们
主要按照以下两个原则从沪深两市 A 股市场的
2 197 只股票中进行筛选：
（1） 该股票的上市时间一
定是在 2002 年 7 月之前；
（2）该股票在 2002 年 7 月
到 2009 年 11 月之间没有数据缺失。符合上述两个
原则的 A 股股票一共有 649 只，全部样本数据个数

变为以 2002 年 6 月为基期（指数值 =100）的月度数
据；其次，我们对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的月度数据进
行 HP 滤波技术处理，从中分离出趋势项和扰动项，

共计为 57 761 个。对于无风险利率，我们主要选择

进而将扰动项与当期趋势项的比值作为消费者宏观

的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中加权利率的月度数据。

经济预期因子的代理变量。

股票超额收益率（Re）表示股票收益率与无风险收益
率之差。

2.三因子定价模型中相关因子的选取。在本文
中，市场溢酬因子根据市场指数收益率与无风险收
益率之差计算而得，规模效应因子利用小规模公司
股票收益率与大规模公司股票收益率之差计算而
得，价值效应因子根据高账面市值比公司股票收益
率与低账面市值比公司股票收益率之差计算而得。
考虑到现实中市场溢酬因子、规模效应因子、价值效
应因子是按照总市值加权和流通市值加权两种方式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首先，由于上证 180 指数的
建立时间为 2002 年 7 月，深证 100 指数的发布时间
为 2003 年初，同时考虑到以 2005 年 7 月作为样本
数据的结构断点以及分段样本数据时间长度的平衡
性，因此，我们选择以 2002 年 7 月作为本文样本数
据的起始日期。其次，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能够提供
的消费者经济预期指数月度数据的截止日期为 2009

证分析。

年 11 月，所以，我们选取 2009 年 11 月作为样本数
据的截止日期。最后，
在本文的样本数据中，
除了消费
者经济预期指数月度数据来自于中国经济统计数据

3.四因子定价模型中动量因子的构造。在本文
中，我们对于动量因子的构造主要是基于上证 180
指数和深证 100 指数共计 280 只样本股进行的。由
于上证 180 指数的样本股每半年时间更新一次，而

库外，
其他相关数据均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
（四）参数估计方法
从前面构建的三个实证方程可知，它们都属于
面板回归模型。为了能够得到更加准确且可靠的实

深证 100 指数样本股的更新时间则没有规律，因此，
我们在选取每个时期 280 只总样本股时，主要依据

证估计结果，此处我们主要采用面板协整的估计方
法进行实证分析。② 考虑如下的面板回归模型：

构造的，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也分别选取了基于总市
值加权和流通市值加权构造的两组因子数据用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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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αi+x′itβ+νit, i=1,2,……,N;t=1,2,……，
T（16）

PR1YR

-106.7820 -105.9930 -100.2240 -139.023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MRF

-47.5470 -66.5821 -66.7251 -140.287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SMB

-37.9749 -28.8203 -29.8305 -62.203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量是严格外生的，这就使得 yit 可能对 xit 产生影响，

HML

从而出现内生变量影响外生变量和序列相关的问
题。上述两个问题对普通 OLS 估计量具有较大的影

-121.3510 -101.1480 -96.4138 -139.301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R1YR

-118.3940 -98.1455 -94.7437 -139.949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MRF

-42.0929 -49.1798 -48.1517 -150.269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SMB

-24.5543 -22.4461 -22.8559 -64.480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HML

-156.2540 -120.6150 -104.8130 -166.586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普通 OLS 估计方法存在估计偏差。对于上述面
板回归模型，如果我们采用普通 OLS 方法进行协整
估计，可能会出现有偏估计。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关
于协整的文献都没有假设在协整估计方程中解释变

响，容易导致有偏的估计结果。
面板 DOLS 估计方法比面板 FMOLS 估计方法
更为优异。虽然面板 FMOLS 和面板 DOLS 估计方法

总市值加
权组合

流通市值
加权组合

都能够较好地解决上述估计偏差的问题，但是 Kao
和 Chiang（2000）的研究表明，不论是降低系数估计
的有偏性还是增加 T 统计量的显著性，面板 DOLS
估计方法均要优于面板 FMOLS 估计方法。因此，在
本文中，我们主要采用面板 DOLS 估计方法进行面
板协整估计。
为了克服内生变量对外生变量的影响和序列相
关问题，面板 DOLS 估计方法主要是在校正因子修
正后的估计模型中，通过增加解释变量一阶差分的
领先项和滞后项来实现对前述估计偏差问题的修
正。面板 DOLS 估计方法的估计方程为：
*

qi

*′

*

*

yit =αi+xit βDOLS+Σcij△xit+j +νit

（17）

j=- q i

其中，qi 为不同异质个体单位滞后截尾的阶数。
通过对方程 （17） 进行估计，我们便可以得到面板
DOLS 估计方法的估计量。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据统计特征描述
表1

由表 2 的检验结果可知，本文所选变量的样本
数据都能够通过 Levin- Lin- Chu 检验，Im、Pesaran 和
Shin 检验，Fisher ADF 检验，Fisher PP 检验等面板平
稳性检验 1%的显著性要求，从而我们可以认为它们
都具有面板平稳性的特征。据此可以初步判断，本文
所选样本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面板协整关系。
由表 3 的检验结果可知，在 Johansen Fisher 面
板协整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中，无论是基于
总市值加权的因子变量还是基于流通市值加权的因
子变量，本文所选变量的样本数据之间均满足面板
协整关系，并且其面板协整关系的个数都不少于
5个。
Johansen Fisher 面板协整检验
基于总市值加权

相关数据的统计特征描述
均值

-145.5590 -151.6750 -129.0560 -123.789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
上表中括号内的统计值为 P 值。

表3

原假设中面 Fisher 统计值
板协整个数 （基于迹检验）

统计名称
变量名称
Re

MACROEXP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没有

Prob.

Fisher 统计值（最
大特征值检验）

Prob.

34673

0.0000

11196

0.0000

57761

最多 1 个

27554

0.0000

9321

0.0000

PR1YR 0.0094 0.0903 - 0.2826 0.2492

89

最多 2 个

21854

0.0000

8909

0.0000

总市值加 RMRF 0.0111 0.0940 - 0.2501 0.2376
权组合 SMB - 0.2303 0.0924 - 0.5268 - 0.0839

89

最多 3 个

15059

0.0000

7022

0.0000

89

最多 4 个

10395

0.0000

6610

0.0000

0.0390 0.0555 - 0.0927 0.2455

89

最多 5 个

7511

0.0000

7511

0.0000

PR1YR 0.0033 0.0863 - 0.2877 0.2186

89

流通市值 RMRF 0.0134 0.1007 - 0.2681 0.2960
加权组合 SMB - 0.2288 0.0871 - 0.5232 - 0.0836

89

Prob.

Fisher 统计值（最
大特征值检验）

Prob.

33644

0.0000

10726

0.0000

最多 1 个

26623

0.0000

8315

0.0000

最多 2 个

21452

0.0000

8862

0.0000

最多 3 个

14644

0.0000

6250

0.0000

最多 4 个

10768

0.0000

6718

0.0000

最多 5 个

7822

0.0000

7822

0.0000

- 0.0010 0.1551 - 0.9434 1.8769

HML

HML
MACROEXP

89

0.0379 0.0478 - 0.0789 0.2211

89

- 0.0001 0.0187 - 0.1038 0.0618

89

表2

面板单位根检验

统计名称 Levin- Lin
Im、
Fisher Fisher PP
- Chu 检 Pesaran 和
ADF 检验 检验
变量名称
验
Shin 检验
-69.4017 -87.6006 -84.7563 -132.7960
Re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基于流通市值加权
原假设中面 Fisher 统计值
板协整个数 （基于迹检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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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板协整 DOLS 估计结果

特别是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媒体等信息传播媒

2002 年 7 月～2009 年 11 月

介的渲染作用，会导致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也
具有传染性。这是因为，在信息市场中媒体的信息传

基于总市值加权
基于流通市值加权
模型
变量
方程(13) 方程(14) 方程(15) 方程(13) 方程(14) 方程(15)

播是投资者获取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媒体信息的
公开性使得信息一旦通过媒体传播出来，就可能引

0.0845*** 0.0869*** 0.0701*** 0.0905*** 0.0794*** 0.0852***
(9.7959) (6.9750) (3.4130) (11.4905) (4.9444) (3.0383)
0.0631*** 0.1099***
0.0752*** 0.0854***
SMB
(6.0781) (4.1385)
(3.9512) (3.8950)
0.0868*** 0.0694***
0.0687*** 0.0867***
HML
(7.0158) (3.3687)
(4.3047) (3.0767)
0.0620***
0.0767***
PR1YR
(3.0015)
(2.7186)
MACRO- 0.0797*** 0.0750*** 0.0508*** 0.0867*** 0.0663*** 0.0662***
EXP (9.2398) (6.0252) (2.4754) (11.0112) (4.1309) (2.3628)
2002 年 7 月～2005 年 7 月

起很多投资者的注意，因此，媒体信息对于投资者宏
观经济预期变动的形成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经济处

表4

面板协整 DOLS 估计结果

RMRF

基于总市值加权
基于流通市值加权
模型
变量 方程(13) 方程(14) 方程(15) 方程(13) 方程(14) 方程(15)
0.1026*** 0.0974*** 0.1044*** 0.0806*** 0.0729*** 0.1066***
RMRF
(8.8454) (4.8546) (6.1792) (3.2491) (2.8361) (5.3003)
0.0818*** 0.0992***
0.0454* 0.0912***
SMB
(4.1220) (5.8734)
(1.7853) (4.5270)
0.1037*** 0.1170***
0.0677*** 0.1151***
HML
(5.2238) (6.8899)
(2.6586) (5.6783)
0.1162***
0.1176***
PR1YR
(6.9604)
(5.7668)
MACRO- 0.1136*** 0.1066*** 0.1219*** 0.1233*** 0.0790*** 0.1064***
EXP (9.7798) (5.3134) (7.2098) (4.9658) (3.0741) (5.2851)
2005 年 8 月～2009 年 11 月
基于总市值加权
基于流通市值加权
模型
变量
方程(13) 方程(14) 方程(15) 方程(13) 方程(14) 方程(15)
0.0773*** 0.0904*** 0.0992*** 0.0686*** 0.0706*** 0.1033***
RMRF
(4.3489) (2.8544) (2.3389) (3.9760) (2.2428) (2.4453)
0.0902*** 0.0739*
0.0711*** 0.0765**
SMB
(2.8359) (1.7383)
(2.2453) (1.8081)
0.0532* 0.0764**
0.0736*** 0.0740*
HML
(2.3126) (1.7385)
(1.6779) (1.8065)
0.0715*
0.0750*
PR1YR
(1.6833)
(1.7735)
MACRO- 0.0400*** 0.1069*** 0.0765* 0.0982*** 0.0862*** 0.0815**
EXP (2.2443) (3.3677) (1.8007) (5.6809) (2.7348) (1.9239)
注：表中括号内的统计值为 T 统计值；* 表示在 10%的显
***
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根据表 4 中面板协整的 DOLS 估计结果，我们
可以得到四个方面的结论。
（1）从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因子系数的面板协
整估计结果来看，无论是分段估计结果还是全样本
的估计结果，消费者宏观经济预期因子对股票超额
收益率都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影响为正。这表明，投
资者的宏观经济预期因子对股票收益变动具有显著
的顺周期性影响。当投资者对未来经济预期持乐观
态度时，会明显拉动股市的上涨；反之，当投资者对
未来经济预期持悲观看法时，会对股市上涨具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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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动荡时期，媒体关于经济衰退信息的过度解读和
大肆报道可能会引起投资者对未来经济预期过度悲
观，从而导致股票收益变动的传染效应出现，进而加
剧股市的下跌。另外，在现实经济中媒体也是有其自
身利益的，其选择和处理信息的偏好很容易受到投
资者信息需求的影响。上述二者之间的互动可能会
助长股市的暴涨和暴跌，甚至引起股市的持续动荡。
（2）从价值效应对股票超额收益率影响的角度
来看，股权分置改革前的价值效应对股票超额收益
率的影响要明显大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影响。这可
能是因为：首先，在股权分置改革前，整个股票市场
比较低迷，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为谨慎，这导致他们
更愿意投资那些具有较高价值的股票，从而使得价
值效应对股票超额收益率的影响较大；其次，在股权
分置改革后，我国股市经历了一波较长时期的牛市
行情，在牛市行情中投资者的热情高涨，在选择股票
时不一定会专注于那些高价值的股票，从而导致价
值效应对股票超额收益率的影响较小；最后，在股权
分置改革后，由于一大批新股民入市，使得投资者整
体的投资行为和投资风格出现了较大改变，从而导
致投资者整体对于高价值股票的关注度与先前相比
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进而使得价值效应对股票超
额收益率的影响变小。
（3）从市场溢酬因子的面板协整估计结果来看，
2002 年 7 月～2005 年 7 月市场溢酬因子的估计系
数要明显大于 2005 年 8 月～2009 年 11 月的估计
系数。这可能是因为：2002 年 7 月～2005 年 7 月是
我国股市的大熊市阶段，导致在该时期内投资者的
风险厌恶程度较高，从而使得市场溢酬因子对股票
超额收益率的影响较大；在 2005 年 7 月～2009 年
11 月时期，我国股市经历了一个较长阶段的大牛市
行情，在牛市行情中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较低，因
而导致在该时期我国股市市场溢酬因子对股票超额
收益率的影响较小。
（4） 从动量效应对股票超额收益率影响的角度
来看，股权分置改革前动量效应对股票超额收益率
的影响要大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影响。这主要是因
为：首先，在股权分置改革前，我国股市长期以来一
直处于低迷阶段，这无形中导致投资者在投资行为

和投资风格方面出现惯性，从而使动量效应对股票
超额收益率的影响较大；其次，股权分置改革前，在
我国股市中投资者的素质普遍不高，他们热衷于追
涨杀跌，这无形中增加了动量效应对股票超额收益
率的影响；再则，在股权分置改革后，由于利好消息
的刺激，股市进入了较长时期的牛市行情，一大批新
股民的加入使得投资者整体的投资行为和投资风格
出现了较大改变，从而导致动量效应对股票超额收
益率的影响变小；最后，在股权分置改革后，随着监
管部门对于整个股票市场的监管和治理不断深入，
整个股市的市场交易行为更趋于规范，从而使得机
构投资者的违规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进而
促使动量效应在股票收益变化中的影响与先前相比
有所下降。
六、
结论
利用宏观经济因子来预测股票收益的研究非常
重要。传统的基于金融变量因子的资产定价模型虽
然能够预测长期市场收益，但是对于商业周期的预

② 对于该类实证方程的检验，Fama 和 French（1993）、
Carhart（1997）都是通过组合回归方法进行的，但是近些年来
也有些研究者使用面板回归方法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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