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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突发事件作为外部冲击赋予了系统性风险更多的不确定性，突发性与资产价格泡沫化可以诠释
新形势下系统性风险的特征。通过聚焦于风险积聚与释放的过程，从区制转换的理论维度阐述了突发事件

背景下系统性风险的生成逻辑与演化过程，并基于区制转换视阈实证分析了资本市场的典型事实与系统性

风险的动态运动路径。研究发现：系统性风险具有非线性的区制特征，风险的区制变迁具有棘轮效应；中国

资本市场较为稳定地处于风险积聚区制，跃迁至高风险区制以及回落到低风险区制的可能性均比较小；但是

突发事件可以刺破累积已久的资产价格泡沫，而泡沫突破阈值的迅速破裂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

亟需将突发事件纳入风险常态化治理，防范非预期冲击引起的区制状态突然转换，及时化解一系列突发事件

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快速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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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０年一系列的突发事件等外部冲击增加了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复杂性，对中国金融治理
能力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金融供给侧深化改革的主战场，资本市场①天然对突发事件敏

感，突发事件为系统性风险（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Ｒｉｓｋ）赋予了新的内涵，极有可能成为压垮资本市场的“最后一
根稻草”并促成系统性风险的最终实现。资产价格作为先行因子反映了突发事件的短期冲击与投资

者对实体经济衰退的近忧远虑，资产价格泡沫化是新形势下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特征，在宽松的宏观环

境中更需要警惕脱实向虚造成的假性反弹与虚假繁荣。

由于基础制度建设等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中国资本市场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价格发现功能，存

在资产价格与内在风险不匹配等不稳定、可预见却难改变的风险。在短期、单一的突发事件逐渐演变

成长期、持续的一系列突发事件的背景下，中国当前处于风险的哪一阶段：边缘、中心，抑或是已经收

敛、到了尾声？当风险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呈现出来时，已经是系统性风险最大的时刻，事实上在系统

性风险完全实现之前就已经存在风险的积聚，因此关注风险积聚与释放的过程和状态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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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区制转换视阈阐述突发事件影响下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生成逻辑与演化过程，在此

基础上进行理论诠释、计量检验与实证研究，以期为构建风险应急与常态化治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

决策支撑。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丰富、拓展了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领域的理论，聚焦于风险积

聚与释放的过程，围绕突发事件这一背景从区制转换视角诠释了时间序列维度下系统性风险的生成

逻辑与演化过程；第二，为系统性风险的区制变迁特征提供了实证证据，从风险变幻过程的角度找寻

监测、预警的逻辑并提供新的评价指标，风险的积聚或不可避免，但是突发事件可以导致风险的实现；

第三，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基于突发事件与风险释放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历次显著的风险积聚过程，

最终从资本市场治理与政府有效监管的角度提出了建议。

二、文献综述

系统性风险常常被认为是可以感知到却难定义的一个概念［１］，学术界对于其准确内涵并未达成

一致的意见［２］。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系统性风险在全球风险治理中受到了极大关注，对其的定义

也逐渐清晰，但是每次风险的驱动因素与特征均不相同，学者们主要从金融功能丧失、传染性、对实体

经济的危害与负外部性［３］四个角度展开。对系统性风险的刻画与观察视野从“黑天鹅”［４］到“灰犀

牛”［５］的转变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

基于不同的角度，国内学者们已从融资流动性、银行资本监管、金融政策搭配、人口结构和外部冲

击、实体经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有效性、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等多个角度研究了系统性风险的关键成因与传递机理；基于经济金融的不同领域，国内学者

讨论与测度了传统银行业、影子银行、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市场、保险行业等不同领域的系

统性风险；还有学者聚焦于风险的外溢效应，考察跨市场、跨区域、跨行业和跨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的传

染路径。

基于区制转换视角，多数学者使用构建指数的方法测度系统性风险。陶玲和朱迎［６］基于金融机

构、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三方面七个维度的指标，构建了监测预警指数并使用 ＭＳ－ＶＡＲ模型识别了
风险转移的拐点；胡颖毅［７］使用滚动窗口式的主成分分析法动态描绘了我国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采矿业和制造业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贡献力量；朱小黄等［８］通过揭示宏观经济

五部门的风险特征以及测度综合的系统性风险，得出了系统性风险演进路径中由低到高的三个拐点；

郭文伟［９］测度了我国五种股指的极端净泡沫水平以及在不同区制状态下的非线性溢出效应，发现了

膨胀状态下的泡沫演化具有自我增强的效应；隋建利和尚铎［１０］构造了代表金融市场各子市场的指

数，使用非线性ＭＳ－ＡＲ模型甄别各子市场的风险状况并判断了风险结构的转变点；孙彦林和陈守
东［１１］运用ＩＭＳ－ＡＲ模型分析了中国金融状况指数的两区制状态，认为影响我国金融状况的关键风
险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景气状况；郭娜等［１２］对基于四个层次构建的系统脆弱性指数进行区制状态的

分析，得出了中国易产生脆弱性集聚的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处于“高脆弱性”区制的时间较长的结论。

基于金融市场高频数据的尾部依赖模型是一种近似“黑箱”的理论，无法精确观测系统性风险的

生成与爆发过程［１３］。我国经济减速背景下，风险呈现出的最为突出的新特征之一即是资产价格泡

沫［１４］，杨海珍等［１５］通过编码过程识别出资产价格泡沫是系统性风险的核心风险源之一，由此可见掌

握系统性风险的本质在于理解其演进与变化的过程。考虑到２０２０年初的突发事件对风险的影响正
在从短期向长期演化，系统性风险已经不是小概率的“黑天鹅”，也不完全是可以预见到的“灰犀牛”，

而是兼具了二者各自特征的“变色龙”，即不可预见、冲击力强、负面影响大。基于此，本文以资产价格

泡沫为研究对象，从区制转换的视角考察系统性风险积聚与释放过程。

三、理论机制

（一）突发事件背景下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演变

本文将突发事件界定为未预期到且发生概率较小的所有事件，它对一国经济或者金融行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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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者间接冲击，能够产生短期或长期不确定的影响。突发事件的冲击路径或者传导链条包括投

资者信心、资产价格、实体经济的消费、投资、进出口等方方面面，冲击主体几乎包括了整个社会中的

所有经济主体。不同于以往的金融体系内伤，２０２０年初的突发事件带来的影响本质上属于外部冲击
带来的外伤，并没有直接冲击资本市场，而是冲击经济的供给与需求端，直接影响到了居民与企业，同

时叠加宏观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到资本市场。

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一定带来资本市场相应成比例的增长，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的表现并不完全

同步，甚至走向常常脱离实体经济基本面；宏观的经济增长、中观的上市公司盈利预期以及微观的股

票供求关系共同影响股价这一最终变量。股票价格的历史走势呈现出极大的波动性，股票市场整体

的表现反映的是当下对未来的预期，上市公司和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被计入了当下的资产价格中，但

是这个未来的时间长度具有不确定性。突发事件可以看作是意外的系统性冲击，引起的资本市场剧

震是对风险的重新定价，也是对资本市场价格韧性的一次测试；突发事件为资本市场吹了哨，系统性

风险的内涵与表现特征均发生了深刻变化。

资本市场的运行原本有其自身的逻辑，影响资本市场运行的变量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宏观经济

政策的调节力度，二是微观上企业的盈利状况，三是市场的风险偏好与投资者情绪。这三个变量对应

着系统性风险成因与演化机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市场机制、微观个体行为三个方面。当下的突发

事件影响到了变量二，打断了经济既有的运行轨迹，间接导致了实体经济活动系统性放慢，同时也影

响了变量三，这两方面均对市场的影响是一个向下的效果。但是在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变量一和变量

三能够对市场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例如，我国股票市场在２０２０年２月份的先跌后涨，这与逆周期调
节政策的发力以及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修复密切相关，即变量一和三向上的合力暂时压制了变量二向

下的拖累，为股票市场提供了向上的助力。新的信息将对股票走势构成边际上的利好或利空，但长期

来看，对市场构成基础影响的还是变量二。政策调节的效果、市场信心的修复最终还是有赖于宏观上

经济的增长和微观上企业的盈利。疫情等突发事件已经不是一个短期事件，可能会在中长期持续，由

此带来的冲击也不是短期的冲击，经济回复力度的不确定性依然很高。

突发事件影响下个人投资者情绪的波动与群体投资者行为之间的聚变效应强化了正反馈交易，

即便知道泡沫的不利后果，投资者也愿意参与并享受泡沫，致力于获得来自于经济高涨时期的企业盈

利或者经济低迷时期的政策刺激红利。伴随着突发事件的发生，恐慌的情绪、社会心理的传染与金融

市场的交易结构极易引致投资者的顺周期行为，助长了羊群效应，加剧了股价的断崖式下跌甚至触发

熔断，增加了集体“合成谬误”的系统性风险，助推了资产泡沫的快速破裂。

突发事件发生时，资产价格大跌的真相即是暴力去杠杆与恐慌式赎回。价格上升时期吸引的资

金在风险释放时不断流出，若风险释放较慢，足够资金能够维持市场的活跃程度，资金流出的速度能

够得到有效控制；风险释放速度过快则没有足够的资金维持正常运转，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或者“钱

荒”“虹吸效应”“流动性螺旋”等现象，甚至在价格回归其内在价值后很难及时停止下降，在场外资金

流入需要时间和成本的情况下，价格进一步下跌导致负泡沫产生，而在经济前景不明、投资者的信心

得到修复与缓和之前，投资者践行“现金为王”的理念，流动性更好的黄金和债券等传统的避险资产也

被大量抛售，呈现出各类资产齐跌的局面，最终资本市场萎靡不振、宏观经济出现系统性衰退。

（二）突发事件影响下系统性风险的快速释放

中国股票市场尚未达到有效市场假说（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ｔ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１６］中的“完全有效”，资产价格
无法时时刻刻精准地反映所有的信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实施的扩张性政策极易助长泡沫。风险存

在着周而复始的规律性特征，积聚与释放的过程循环上演，资产价格的均值回归决定了系统性风险始

终具有释放的趋势，均值回归的过程就是系统性风险的释放过程［１７］，但是资产价格的非对称均值回

归，即回归其内在价值的时间远远小于资产泡沫的累积过程，是系统性风险形成的重要路径，这使系

统性风险从一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所以系统性风险可以归结为资产价格非对称均值回归的一种极

端与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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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积聚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以减缓风险积聚的速度；在风险释放的过程

中，“价格发现”功能将加快风险释放的速度。而且资本市场对信息反映的速度与效率呈现出非对称

的调整特征，利空消息冲击下投资者易反应过度，突发事件冲击下均值回归的速度要快于利好信息冲

击下的回归速度［１８］，所以投资者对信息的非对称反应会加剧系统性风险“缓积急释”的非对称演化

特征。

综上所述，一方面，风险释放的形式具有不确定性，平稳、缓慢的释放可以使资产价格实现软着

陆，而迅速急剧的释放易诱发潜在风险；另一方面风险释放的速度与时间长度具有不确定性，突发事

件是系统性风险释放的加速器，易使资本市场大量积聚的风险迅速甚至瞬间释放。

（三）系统性风险的区制转换“基因”

系统性风险不是一个哑变量，而是一个连续的变量［３］５９，风险的演化过程是动态与非平稳的，风险

的积聚与释放过程呈现出“缓积急释”的非线性特征，在风险识别的思维范式下系统性风险具有区制

转换效应。

区制转换的本质源于系统性风险存在“显性基因”的“常态”系统性风险与“隐性基因”的“危机”

系统性风险。在时间序列维度下系统性风险具有“区制转换”效应：当低于某一阈值，风险呈现出“常

态”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系统性风险并不会导致全面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当突破某一阈值之

后，风险的“隐性”基因被激发，系统性风险表现为“危机”状态，一旦进入“危机”状态，将以很大概率

随时间的延续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风险将从“积聚”状态转为“实现”。当资本市场没有受到内外部冲

击时，系统性风险显现出“常态”基因，风险的变化呈现出一种周期波动的形态———积聚与释放循环上

演；当资本市场自身极端脆弱时，突发事件等外部冲击将增大资产泡沫的压力，泡沫达到临界值破裂

的同时，往往伴随着风险的急剧上升，“常态”将突破阈值向“危机”状态转化，突发性、剧烈性和偶发

性往往是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前奏，而现实中的风险扩散、爆发与传染更有可能瞬间完成。所以从风险

防范的角度，保持风险的“常态”，将“危机”系统性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使风险在时间维度下呈现下

降趋势，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四）突发事件冲击下系统性风险的化解与治理

综合前文的论述，资产价格泡沫的周期性特征与风险循环上演的积聚与释放过程之间存在着内

在的联系。资产价格泡沫的持续、膨胀的过程本质上意味着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对应着系统性风险的

积聚过程，泡沫破裂的过程对应着风险释放的过程。而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与股价对信息的反

映使风险的积聚与释放过程具有非对称的特征，如果无法避免风险的积聚，就要引导风险释放的时间

与速度。

不确定性的常态化趋势暴露出传统风险思维模式的短板，当前突发事件对风险的影响正在从短

期向长期演化，基于此金融监管部门应阻断短期冲击向长期传导的路径，以“急积缓释”为调控目标，

减缓风险释放的速度，延长风险释放的时间；引导系统性风险从“常态”状态平稳过渡、释放与收敛，一

旦风险进入“危机”状态，及时缓和市场情绪，避免社会恐慌心理的传染。从风险治理的角度找到“常

态”与“危机”之间的过渡状态，将瞬间爆发的系统性风险实现“慢镜头”切换以便窥测风险生成的微

观机理是本文致力的目标。

四、实证研究

（一）时间序列的数据生成过程

价格无法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即时、精准的反应其内在价值，资产价格泡沫即是价格对内在价值

的过度反应。均值回归具有必然性，股价高估状态无法永远维持，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必然向内在价值

进行调整，其中一种调整的方式便是泡沫破裂。

根据单位根相关过程文献［１９～２２］，数据生成过程可以描述为表１所示的三大类。对应不同时间序
列的发散速度，资产价格泡沫具有不同的变化过程与状态———稳定、膨胀、收缩和破裂。通常理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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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泡沫具有周期性收缩的特征，而投机性泡沫无法持续，必将不同幅度破裂，严重者以箱体下线突

破的方式炸裂，破裂后迅速进入下降通道，甚至出现连续大幅下跌或连续跌停等极端现象。价格呈周

期性变化规律，持续上涨到临界状态直至反转，从数据形态来看，这种回归的态势对应着泡沫的衰退，

所以，股价泡沫是一种隐含周期波动的时间序列。经济基本面无法精确解释时间序列过程的非理性

演绎，单位根相关过程、扩展体系及其检验能够精确地刻画非理性泡沫的性质和大小［２２］１３２。这为监管

层判断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演进状态提供了新的评价指标。

表１　数据生成过程、泡沫性质与破灭方式

数据生成过程 泡沫状态 破灭方式

平稳过程 可持续性的理性泡沫 平稳、膨胀、收缩、周期性破灭

单位根过程 不可持续的投机性泡沫 膨胀之后迅速坍塌

爆炸性过程 不可持续的投机性泡沫 膨胀之后激烈的爆炸性

（二）泡沫存在性的识别

本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进行股票价格泡沫的识别并提取其泡沫成分，考虑到２００５年我国股权分
置改革之后，股价偏离内在价值的程度有所改变，资本市场的走势更多地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故

本文数据的覆盖区间为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９月，数据来源于Ｗｉｎｄ金融数据库。
如表２所示股价序列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传统的单位根检验通过分析泡沫是否破灭来区分泡沫

的异质性，但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存在局部非平稳性、局部不稳定性与结构断点；上确界单位根检验

（ｓｕｐＡＤＦｔｅｓｔ，简称ＳＡＤＦ）［２３］对于周期性爆炸型泡癎［２４］具有较高的检验“势”，能够实时捕捉到时间

序列过程的动态与泡沫运行的轨迹，但是该检验存在无法识别较长样本时期内的多重泡沫、检验结果

不一致等问题；作为上确界单位根检验的拓展，广义上确界单位根检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ｓｕｐＡＤＦｔｅｓｔ，简称
ＧＳＡＤＦ）［２５］使用可变的估计宽窗来同时检验连续的多重泡沫，解决了遗漏泡沫的问题。表３总结了
三种检验的假设条件。

表２　描述性统计与单位根检验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ＡＤＦ检验 ＰＰ检验

２８３２９４６ ５９５４８００ １２５８１００ ７６１３０２ １０５９ ５５４５
－１２１１４

（００００）
－１２３９３

（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为统计量的ｐ值，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显著。

表３　三种检验的原假设与备择假设总结

检验方法 原假设 备择假设

单位根检验 存在单位根 爆炸过程

上确界单位根检验 存在单位根 单一周期泡沫破灭

广义上确界单位根检验 存在单位根 多周期泡沫破灭

图１和图２分别显示了两种检验的结果，表４与表５显示统计量均分别超过了９５％的右尾临界
点（Ｔｅｓ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于是拒绝随机游走的原假设。整体 ＧＳＡＤＦ统计量为 ６３５２，在５％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整个样本区间内，每次泡沫的规模程度以及持续时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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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上确界单位根检验

表４　上确界单位根检验结果

上确界单位根检验
Ｔ统计量 Ｐｒｏｂ值
６１０７ ００００

临界值（Ｔｅｓ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９９％ ｌｅｖｅｌ １９５９ ００００
９５％ ｌｅｖｅｌ １４４４ ００００
９０％ ｌｅｖｅｌ １１４５ ００００

　　注：临界值基于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模拟２０００次实验得到。

图２　广义上确界单位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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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广义上确界单位根检验结果

广义上确界单位根检验
Ｔ统计量 Ｐｒｏｂ值
６３５２ ００００

临界值（Ｔｅｓ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９９％ ｌｅｖｅｌ ２９３２ ００００
９５％ ｌｅｖｅｌ ２１３６ ００００
９０％ ｌｅｖｅｌ １９１６ ００００

　　注：临界值基于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模拟２０００次实验得出。

（三）股价泡沫的测度与提取

度量内在价值是判断泡沫的重点，由于遗漏变量的问题，内在价值的确定容易引发争议，学术界

并没有对如何衡量股价的内在价值达成一致。国外学者在构建模型时通常使用股利指标，考虑到我

国的股利政策并不完善、上市公司发放股利的时间间隔过长等原因，以股利指标反映股票市场的基本

面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参考欧阳志刚等［２６］的分析框架，同时参考刘晓星和石广

平［２７］选取银行间同业７天拆借利率（ＲＡＴＥ）、工业增加值（ＩＡ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三个宏观
经济变量作为基本面的代理变量，使用 Ｅｖｉｅｗｓ１０软件对以上变量进行 ＣｅｎｓｕｓＸ－１３季节调整，以消
除变量的季节效应。由于非平稳序列可能出现伪回归，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上述时间

序列均为Ｉ（１）序列；然后，在满足数据非平稳且同阶单整的基础上进行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６所示，说明运用ＶＥＣＭ模型剔除基本面价值是可行的。

表６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根 Ｔｒａｃｅ统计量 ５％临界值 Ｐ值 Ｍａｘ统计量 ５％临界值 Ｐ值
不存在协整关系 ０１７６ ５７７７５ ４７８５６ ０００５ ３２０４３ ２７５８４ ００１３
至多一个协整关系 ０１０３ ２５７３２ ２９７９７ ０１３７ １８１１９ ２１１３２ ０１２６
至多两个协整关系 ００４３ ７６１３ １５４９５ ０５０８ ７２８６ １４２６５ ０４５６
至多三个协整关系 ０００２ ０３２７ ３８４１ ０５６８ ０３２７ ３８４１ ０５６８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金融数据库，表示在５％的水平下显著。

使用ＬＲ检验选择滞后阶数为３，建立如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ＶＥＣＭ）来提取股价指数的残差为

其第 ｔ个月的绝对泡沫，记为ｂｔ，以Ｂｔ＝
ｂｔ
Ｐｔ
表示泡沫的相对大小，图３显示了股价指数与泡沫相对大小

的走势。

ΔＰｔ＝αＶｅｃｍｔ－１＋∑
ρ

ｉ＝１
（ｂｉΔＩＡＶｔ－１＋ｃｉΔＣＰＩｔ－１＋ｄｉΔＲＡＴＥｔ－１）＋Ｕｔ （１）

Ｖｅｃｍｔ－１ ＝β０＋β１ＩＡＶｔ－１＋β２ＣＰＩｔ－１＋β３ＲＡＴＥｔ－１ （２）
其中，Ｖｅｃｍｔ－１是误差修正项，α是调整系数，β为系数向量，ρ是滞后阶数。

图３　股价指数与泡沫相对大小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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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我国资本市场典型事实的拟合功效

结合图２与图３共同可以看到前文的检验结果较好的拟合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客观现实。鉴于
ＧＳＡＤＦ统计量具有更明显的显著性，本文采用ＧＳＡＤＦ的泡沫实时检验结果。下面本文将从风险积聚
与释放过程的角度逐一分析泡沫的时间历程。

第一次泡沫（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泡沫峰值为６３５２３４７。股权分
置改革的完成使投资者信心得到极大提振，在以国有上市银行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时代的开启等多

重利好因素的推动下，中国金融状况开始回暖，表现在宽松的货币与信贷环境、国际收支顺差造成的

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强烈的升值预期等，这些因素容易助长泡沫的产生。这一阶段国内并没有感知

到系统性风险，但是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上证综指的泡沫就已破裂，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蔓延与深层次影
响，我国资本市场从此进入了深度调整，直到２００８年末才逐渐逆转。Ｉｖａｓｈｉｎａ和 Ｓｃｈａｒｆｓｔｅｉｎ［２８］曾将
２００８年８月定义为危机的起始点，投资者对金融体系流动性和偿付能力开始担忧，恐慌正始于此，反
映在股票市场上这就是金融危机消化时期的开始，前期的外部金融冲击来源和特征已经相对明朗，国

内各种经济政策及组合相继出台，内外部环境作用下经济系统面临的政策确定性逐渐增加。

第二次泡沫（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０９年８月）：上证综指在２０１０年之前存在间隔时间很短的两个泡
沫，而紧邻的第二个短暂的泡沫恰好发生在金融危机这一时间段内。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四万亿元投资方
案的公布提振了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复苏的信心，刺激了对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情。但是由于当时经济

的衰退仍未见底，上市公司盈利前景未明，繁荣无法持续，２００９年７月泡沫的破裂反映了后金融危机
时代投资者对资本市场走势的不确定性，这种短暂性泡沫的破灭使本来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经

济更加困难，已经出台的经济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这再一次验证了长期持续监测价格泡沫的重要性，

有利于监管层监控市场变化，及时引导市场逐渐修正泡沫。根据后续我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可以推断

政府的救市计划推迟了这次风险的释放，而并未有效化解。

第三次泡沫（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０１６年２月）：根据股价指数走势的波峰与波谷可以将２０１４年１月
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判定为牛市［２９］，２０１５年６月又是一个关键风险节点，风险再次以泡沫化的形式出现。
２０１５年６月也是泡沫破裂的时点，在这次泡沫中大量流动性涌入市场，场外配资入场，泡沫开始滋生，
股价指数呈现出与实体经济背离的特征，风险逐步积聚并骤增。２０１５年７月、８月相继出现了两轮极
端风险，直到２０１６年初才有所减缓。

一方面，２０１４年的时候，自然人投资者仍然占据了中国融资制度交易者中的绝大多数，其交易行
为模式系统性地呈现出非理性的成分，融资交易金额在融资融券制度第四次扩容之后出现了爆发性

增长，杠杆效应、正反馈循环叠加“磁力效应”与损失螺旋使风险的积聚速度势如破竹、积聚规模显著

升高。面临着流动性的突然收紧，投资者不断去杠杆与修复融资杠杆，加快了泡沫破裂与风险释放的

速度。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风险跨国传染的强度与频率显著增强，美国股票市场

是风险的源头与主要输出方，对境外产生了传染效应［３０］。而随着资本市场的有序开放，中国受到的

跨境风险传染加剧，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４日美股开盘暴跌５％，随即引发 Ａ股的单日最大跌幅。这提示着
在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全球极端风险事件，防范“外部输入性风险”对中国

资本市场的冲击。

第四次泡沫（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虽然检验到此阶段存在泡沫，但是整体而言波动幅
度显著减弱，经历了２０１５年的泡沫挤出过程之后，股价泡沫破灭的概率已经大幅回落。随着 Ａ股加
入明晟指数（ＭＳＣＩ）与富时罗素指数（ＦＴＳＥＲｕｓｓｅｌｌ），陆股通、沪伦通的陆续实施，中国资本市场的开
放程度不断加速与深化，同时稳步推进的金融领域改革逐渐释放了红利，经济减速治理取得阶段性成

果，这使得２０１７年相对持续地维持在局部历史高位，２０１８年１月是此次泡沫的峰值，随后经济下行趋
势明显，中美贸易摩擦事件以及２０１９年的中美贸易战升级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了溢出效应。但是中
国在金融领域改革的成效已显著增强了整个资本市场的稳健性，最终有序消化了资产价格泡沫，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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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在不断提高。

综上所述，通过回顾上证综指经历的四次程度较高的泡沫历程可以看到：第一次、第三次泡沫是

比较明显的资产价格非对称均值回归过程，即风险的积聚与快速释放，第二次泡沫是风险的转移与推

迟释放，第四次泡沫则是资产价格的平稳着陆与风险的有效化解。基于风险的历史或有规律可循，突

发事带来的不确定性时时存在，股票价格对一国的金融状况具有先行性，面对股价的快速调整提前做

好应急预案才可有效化解风险。以史为鉴，在重要转折关口，资本市场进行重要改革可以完善基础性

的制度建设，实现经济的平稳过渡，进而使我国资本市场沿着日趋成熟的路径逐步演绎。

（五）ＭＳ（Ｍ）－ＡＲ（ｐ）模型的构建
此部分基于股价泡沫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非线性 ＭＳ（Ｍ）－ＡＲ（ｐ）模型，判断资本市场系统性

风险变迁的动态过程。

首先构建一个线性ｐ阶自回归（ＡＲ）模型：
ｙｔ＝ｖ＋Ａ１ｙｔ－１＋… ＋ＡＰｙｔ－ｐ＋ｕｔ （３）

式中：ｖ代表截距项；ｙｔ代表平稳的股价指数时间序列，ｔ＝１，…，Ｔ；ｕｔ～ＮＩＤ（０，∑）。
式（３）是“截距形式”的线性ＡＲ（ｐ）模型。将式（３）表示为“均值形式”ＡＲ（ｐ）模型，即
ｙｔ－μ＝Ａ１（ｙｔ－１－μ）＋… ＋Ａｐ（ｙｔ－ｐ－μ）＋ｕｔ （４）

式中：μ代表ｙｔ的均值。
为了实时捕捉到系统性风险区制变迁的过程，在式（３）和（４）基础上假设参数依赖于状态变量

ｓｔ，其变化遵循Ｍａｒｋｏｖ－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过程，其中ｓｔ∈｛１，…，Ｍ｝，Ｍ表示区制数量，定义转移概率矩阵为
如下形式：

Ｐ＝
ｐ１１ … ｐ１Ｍ
  

ｐＭ１ … ｐ









ＭＭ

式中：转移概率∑
Ｍ

ｊ＝１
ｐｉｊ＝１，ｉ，ｊ∈｛１，…，Ｍ｝。

分别将变量ｓｔ引入式（３）中的截距项ｖ、自回归系数Ａ１，…，Ａｐ以及误差项ｕｔ的异方差∑中，并利

用变参数函数ν（ｓｔ），Ａ１（ｓｔ），…，Ａｐ（ｓｔ）以及∑（ｓｔ）可以构建出四种类型的“截距项依赖”形式的
ＭＳ（Ｍ）－ＡＲ（ｐ）模型；在式（４）所示的“均值形式”线性ＡＲ（ｐ）模型基础上同样分别将变量ｓｔ引入均

值μ、自回归系数Ａ１，…，Ａｐ以及误差项ｕｔ的异方差∑中，并利用变参数函数μ（ｓｔ），Ａ１（ｓｔ），…，Ａｐ（ｓｔ）

以及∑（ｓｔ）可以构建出四种类型的“均值依赖”形式的ＭＳ（Ｍ）－ＡＲ（ｐ）模型，见表７。
表７　ＭＳ－ＡＲ模型设定形式

“均值形式”非线性

ＭＳ（Ｍ）－ＡＲ（ｐ）模型

ＭＳＭ（Ｍ）－ＡＲ（ｐ）模型 μ可变；Ａｊ不变；∑不变
ＭＳＭＡ（Ｍ）－ＡＲ（ｐ）模型 μ可变；Ａｊ可变；∑不变
ＭＳＭＡＨ（Ｍ）－ＡＲ（ｐ）模型 μ可变；Ａｊ可变；∑不变
ＭＳＭＨ（Ｍ）－ＡＲ（ｐ）模型 μ可变；Ａｊ不变；∑可变

“截距形式”非线性

ＭＳ（Ｍ）－ＡＲ（ｐ）模型

ＭＳＩ（Ｍ）－ＡＲ（ｐ）模型 ｖ可变；Ａｊ不变；∑不变
ＭＳＩＡ（Ｍ）－ＡＲ（ｐ）模型 ｖ可变；Ａｊ可变；∑不变
ＭＳＩＡＨ（Ｍ）－ＡＲ（ｐ）模型 ｖ可变；Ａｊ可变；∑可变
ＭＳＩＨ（Ｍ）－ＡＲ（ｐ）模型 ｖ可变；Ａｊ不变；∑可变

　　注：Ｍ表示均值，Ｉ表示转换截距项，Ａ表示自回归系数，Ｈ表示转换异方差。

（六）参数估计与模型选择

结合理论部分的阐述，一方面本文关注于风险积聚与释放的过程，试图找寻“常态”与“危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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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风险过渡状态，将风险突破阈值瞬间爆发的过程实现“慢镜头”切换，并且测度风险的阶段性变

迁；另一方面一次泡沫的生长过程可以划分为潜伏阶段、膨胀阶段、破灭阶段，资产价格泡沫至少存在

三个关键拐点或者结构转变点：累积、膨胀、破裂。综合上述，将股价泡沫划分为生存期与破灭期二区

制无法精准的识别出泡沫的程度与动态变化，所以三区制是本文区制数量选择的起点。

在分别考虑区制数量为３，滞后阶数ｐ＝１，…，６的情况下，计算并比较不同ＭＳ（Ｍ）－ＡＲ（ｐ）模型
设定形式的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ＡＩＣ、ＨＱ、ＳＣ、ＬＲｔｅｓｔ等指标的数值，结果如表８所示。基于检验模型的解
释能力与ＥＭ算法的ＭＬＥ参数估计结果，同时结合前文的现实意义与模型平滑性的考虑，最终择优选
取三区制、滞后３阶的ＭＳＩＨ（３）－ＡＲ（３）截距项状态依赖模型，见式（５）。图４与图５也说明了ＭＳＩＨ
（３）－ＡＲ（３）理应成为本文实证的计量模型。

ｙｔ＝ｖ（ｓｔ）＋Ａ１（ｓｔ）ｙｔ－１＋Ａ２（ｓｔ）ｙｔ－２＋Ａ３（ｓｔ）ｙｔ－３＋ｕｔ （５）

式中：ｕｔ～ＮＩＤ［０，∑（ｓｔ）］。
表８　模型的拟合效果及检验结果

似然比线性检验 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线性系统） ＭＳＩＨ（３）－ＡＲ（３）
ＬＲ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ｔｅｓｔ：６２７１２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１７４８５７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２０６２１３
Ｃｈｉ（４）＝［００００］ Ａ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２０８４ Ａ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２３４６
Ｃｈｉ（１０）＝［００００］ ＨＱ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２０４６ ＨＱ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２２３１
ＤＡＶＩＥＳ＝［００００］ Ｓ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１９８９ Ｓ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２０６２

图４　ＭＳＩＨ（３）－ＡＲ（３）模型的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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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股价泡沫序列的均值、滤子概率与ｏｎｅ－ｓｔｅｐ预测概率

（七）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风险区制划分
图６显示了股价泡沫在三区制的分布情况。三种区制下的分布概率均比较高，如表 ９所示

比较不同区制下的截距项，股价泡沫序列处于区制 ３时的截距项最大（０１００９），区制 １对应的
截距项最小（－０１０３０），区制２对应的截距项介于二者之间（－０００３１），即截距项的估计值满
足模型的约束条件，因此本文将区制３视为高风险区制（或称“泡沫的破裂区制”），即资产泡沫
突破阈值激烈爆炸的过程，也是发出风险预警信号的区制，将区制 １视为低风险区制（或称“泡
沫的潜伏区制”），代表低风险状态与趋稳时期；将区制 ２视为中风险区制（或称“泡沫的膨胀区
制”），意味着极大幅度的泡沫程度，这属于泡沫积聚和扩张之后的膨胀，是系统性风险的积聚时

期。比较不同区制下的标准差可知，低风险区制对应的标准差最大，中风险区制对应的标准差

最小，二者相差２倍多，高风险区制对应的标准差居中。这说明股价泡沫处于低风险区制时波动
性相对最大，处于中风险区制时波动性相对最小，处于高风险区制时波动性介于二者之间，股价

泡沫序列更趋于维系在中风险区制，而且即使处于低风险区制，也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图６反
映了股价泡沫在每个时刻最大概率处于的状态，２００７年 ３月至 ２００８年 ２月、２００９年 ４月至 ７
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均是比较明显的风险积聚过程，平滑概率发出高风险预警信号，
２００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则是以股价泡沫破灭形式的风险释放
过程，２０１８年以来均以较高的概率处于风险积聚的区制，这符合前文统计检验的结果，基本拟合
了我国股票市场经历的典型事实。

纵观风险的整个变迁过程，在２０１０年之前处于区制１和３的概率较大，在股票市场散户化的时代
股价指数大幅下挫、急剧下跌以及泡沫破裂的概率相对较大，２０１０年之后处于区制２的概率较大，这
可以归结为中国金融领域改革的执行效果显著、机构投资者占比逐步上升以及投资者整体逐渐回归

到理性等原因。

表９　转移概率矩阵和区制属性

区制 １ 区制２ 区制 ３ 样本数 频率 持续期 标准差 截距项

区制 １ ０７５７ ０２４０ ０００３ ３０９ ０１８５ ４１１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３

区制 ２ ００４０ ０９２６ ００３４ １０１５ ０６３３ １３５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

区制 ３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８７９ ３０５ ０１８２ ８２７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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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风险三区制的概率路径

在突发事件冲击的背景下，作为低风险与高风险区制的过渡阶段，中风险区制的“惰性”特征有利

于缓冲与化解已经积聚的风险，处于中风险区制的时间越长，中风险区制越稳定，越可为金融监管部

门争取更多的时间避免风险的剧烈演变，防止其进一步跃迁至更高的区制。

２．区制转移属性分析
表９的元素值反映了区制转移的特征以及风险的阶段性变迁。股价泡沫序列在每一区制运行的

概率均比较高，区制１、２、３的自维持概率依次为７５６８％、９２６４％、８７９０％，股价泡沫在三种区制内
均拥有比较高的持续性和运行稳定性；从样本数量和持续时间看，其中处于区制２的持续期最长，区
制３次之，区制１的持续期最短，股价泡沫对“中”状态惰性较高、偏好较强，即区制２是最稳定的区制
区间，这均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中风险”状态即风险积聚区制的持续性最高。

股价泡沫从区制３下落到区制１的概率是１０９１％，破裂之时即是风险释放的时刻，正如前文理
论部分所述，随着均值回避的幅度越来越大，股价高估状态被打破的概率也趋于升高。当资产价格回

归速度过快，市场上的恐慌与看空情绪驱使着投资者挤在跌停板继续抛售，泡沫炸裂的激烈程度与刺

破泡沫的速度决定了风险是否爆发与扩散；股价泡沫从高风险区制下落到低风险区制的概率是

０３２％，这正呼应了前文理论阐述的理性泡沫具有持续性与平稳性。股价泡沫从膨胀区制跃迁至破
裂区制的概率３３８％，这意味着对于我国股票市场来说处于膨胀区制的泡沫跃迁至破裂区制的可能
性较小；股价泡沫系统从“低”区制跃迁至“中”区制的概率大于从“中”区制滑落至“低”区制的概率，

从“中”区制转向“高”区制的概率大于从“高”区制转至“中”区制的概率，可见“低区制”与“中区制”、

“中区制”与“高区制”之间具有“棘轮效应”，即股价泡沫由平稳过渡到膨胀进而破裂的趋势与几率大

于逆向运动的趋势与几率。需要注意的是，泡沫一旦进入中风险膨胀区制，跃迁至高风险破裂区制的

概率与回落到低风险平稳区制的概率几乎相等，说明中风险区制的状态既隐藏和潜伏着风险，也可以

平稳释放风险，转“危”为“机”。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泡沫在三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比较活跃，区制转移过程是对风险运动路径

的动态反映，现实中往往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泡沫现象之后才确认泡沫的存在，而泡沫的积聚与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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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是造成资本市场衰退的关键成因。泡沫积聚之后的慢速释放可以有效化解风险，泡沫突破阈值

的迅速破灭易引起风险的快速爆发。这一切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更加关注资产价格泡沫，及时应对

已经存在的风险隐患、缓和与修复风险，提高风险应急治理能力，达到切实维护资本市场安全的目标。

①波动率＝
∑ Ｒｉ（∑Ｒｉ／Ｎ[ ]）２

Ｎ－槡 １ ，其中Ｒｉ为区间内对数收益率。

②限于篇幅，稳健性结果留存备索。

（八）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指数的编制方式与巨大分化，使用沪深３００指数代替上证综合指数，使用宏观经济景
气指数中的一致指数、先行指数、滞后指数作为基本面的代理变量捕捉股价的偏离程度，并提取出股

价泡沫，参考金融压力指数的思想选用上证综指收益率的波动率①、换手率的增长率、股票市盈率这三

个指标的月度数据，应用客观赋权法构建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指数代替股价泡沫，检验和实证结果与

前文并无实质性不同②，对于不同的样本区间也是稳健的，这表明以股价泡沫作为表征和预判资本市

场系统性风险的指标是合理的，实证结论具有说服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突发事件为背景，基于区制转换的思想，首先从理论层面诠释了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生

成逻辑与演化过程，构建了以资产价格泡沫为核心风险源的系统性风险积聚与释放的内在机理；其

次，通过计量检验识别出历次显著的股价泡沫，并结合资本市场的典型现实从风险积聚与释放的维

度，分析其膨胀与破裂的突变过程；最后，构建非线性ＭＳ（Ｍ）－ＡＲ（ｐ）模型实证研究了系统性风险的
动态变迁路径。实证结果表明：（１）理性泡沫具有持续性与平稳性，突发事件刺破非理性泡沫的速度
与泡沫炸裂的激烈程度决定了风险是否爆发与扩散；（２）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风险的区制变迁具
有棘轮效应，股价泡沫从膨胀区制跃迁至破裂区制、从破裂区制回落到潜伏区制的可能性均比较小；

（３）系统性风险在风险积聚区制的持续期最长、持续性最强，具有最强的惰性特征，作为过渡区制，风
险积聚区制既隐藏和潜伏着风险，也可以作为防火墙缓冲与平稳释放风险，为监管部门争取时间转

“危”为“机”。

蝴蝶效应导致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海外疫情爆发、美股四次熔断、沙特俄罗斯协议破裂、沙特降价

增产、油价致“负”等等均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了反应与反馈。面对突发事件带来的冲击，各国主流的应

对之策是依靠货币政策解决流动性问题，依靠财政政策抵抗经济衰退。量化宽松可以起到暂时稳定

的效果，但是仅仅依靠央行的降息无法实现长期的实体经济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而容易滋生资产

泡沫。不同于发达国家，从资本市场与政府行为关系的角度来说，中国政府不是纯粹的无形之手，而

是激励之手、混合之手、资源配置之手。积极与理性的政府行为是决定资本市场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有效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是资本市场加速改革的推动因素。对资本市场的调控，本质上就是政府与

投资者、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等主体的博弈过程，政府既应保持政策定力，又要留有政策余地。

基于此，在突发事件常态化的形势与趋势下，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中国亟需完善与突发事件

相适应的风险应急治理机制与化解对策，将其纳入资本市场风险常态管理进行持续监控，提前做好应

急预案，完善应急治理机制，提高处置效率；其次，监管部门应以缩短资产价格均值回归的周期、资本

市场回归有效的周期与资本市场改革的周期作为调控资本市场的目标，疏导已有的资产泡沫使其缓

慢释放，防止泡沫的过度累积，预防资产泡沫的快速破裂，将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最后，在未来的深

化改革中把握资本市场开放内容和节奏，做好速度与质量的平衡，继续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规则、标

准和政策，妥善处理好风险的积聚与释放、防范与化解的逻辑关系，做到积聚时防范、释放时化解，防

范与化解双管齐下，实现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赋能，保障宏观经济实现软着陆，最终在改革与波动中

稳步前进。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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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ｓｖｅｒｙ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ｃａｕ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ｉｓｋ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ｕｒｇｅｎｔｆｏｒＣｈｉ
ｎａ’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ｔｏｂｒｉｎｇ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ｉｓｋ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ｒｅｖｅｎｔ
ｓｕｄｄｅｎｒｅｇｉｍ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ｓｈｏｃｋ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ｐｔｌｙｄｅｆｕｓｅ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ｉｓｋ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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