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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中国个人投资者大型微观调查数据，探究地区金融发展对个人投资者股票盈
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改善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状况。机制分析表明，地区金融发展

主要通过提高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分散化水平、培育良好的止盈止损投资习惯，从而促进股票盈利。进一步分

析发现，地区金融发展对股票盈利的改善作用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家庭可投资资产较低、４０岁以上的投
资者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表明，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地区金融发展，不仅对金融

支持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改善家庭或个人投资者金融福利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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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地区金融体系适配性不高，金融中介功能、专业服务和产品供给水平参差不齐，居民多样化、

分散化投资意识不高，投资理念差异较大，容易造成家庭或个人在风险资产配置中出现“短视”与“盲

从”等非理性行为（甘犁等，２０１２）［１］。以股票市场为例，中国以个人投资者为主导的股票市场结构，
个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特征突出，市场呈现“高波动率、高成交量、高换手率”现象（郑振龙和孙清泉，

２０１３）［２］，这可能是造成个人投资者股票投资回报较差的重要原因。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数据
显示，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９年的五轮调查中，股票投资亏损家庭占比分别为
５６３％、６９４％、５６４％、５７９％和６０８％（甘犁，２０２０）［３］。长期来看，如此高的亏损比例必然会影响
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也无法充分发挥证券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资金支持的作用。因此，个

人投资者金融福利的改善、投资者获得感的增强，都有赖于家庭或个体投资能力的提高和非理性行为

的缓解，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地区市场分割状况未能根除，金融市场依然处于高度分割状态，金融资本的地区间流动仍然存在众多

阻碍（解维敏和方红星，２０１１）［４］。中国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存在，为检验地区金融发展与个人
投资者股票盈利关系提供了条件。中国的金融发展，直接融资比重偏低，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

（鄢莉莉和王一鸣，２０１２）［５］，中央多次明确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作为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方向。此
外，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银行系统在中国金融体系中起主导作用，扮演着关键角色（Ａｌｌｅｎ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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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ｌｅｔｔｉ，２００８）［６］。因此，采用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中国个人投资者微观调查数据，使用省级层面的直接融
资比重以及城市层面的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度量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分析地区金融发展对个人投资

者股票盈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改善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状况。地区金融发

展可能会从两个渠道改善投资者的股票盈利状况：一方面，会增加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大金融机

构之间的竞争，促进金融服务和投资交易成本下降，有助于投资分散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会使投

资者的金融素养和投资能力明显提高，有助于培育投资者良好的投资习惯和投资理念。机制分析结

果表明，地区金融发展通过提高投资分散化水平、培育良好的止盈止损习惯，进而促进个人投资者股

票盈利。异质性分析发现，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家庭可投资资产较低、４０岁以
上投资者股票盈利的促进作用更大。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考察地区金融发展对个人投资者股

票盈利的影响，为理解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不仅有助于对中央

提出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精准政策的理解，而且从更微观的角度，为进一步推进金融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周立和王子

明，２００２）［７］、经济波动（鄢莉莉和王一鸣，２０１２）［５］、减缓贫困（崔艳娟和孙刚，２０１２）［８］、缓解企
业融资约束（Ｂｅ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朱凯和陈信元，２００９）［９～１０］以及增加研发投入（解维敏和方红星，
２０１１；庄毓敏等，２０２０）［４］［１１］等宏观经济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或者是从投资者个体或家庭
特征（Ｓｅｒ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谭松涛和陈玉宇，２０１２；路晓蒙等，２０２０）［１２～１４］以及投资行为（Ｂａｒｂｅｒａｎｄ
Ｏｄｅａｎ，２０００；ＤｏｓｋｅｌａｎｄａｎｄＨｖｉｄｅ，２０１１）［１５～１６］角度探究股票盈利的影响因素，少有研究从地区
金融发展角度探究其对微观家庭或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的影响，本研究对此方面作了有益补

充。第三，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而且

有利于改善投资者金融福利。

本研究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

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机制分析；第六部分为异质性分析；第七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金融被视为经济运行的大脑，其主要功能包括集聚资源、配置资源、监测代理人行为、转移分散风

险等，对经济增长极为重要（余静文，２０１３）［１７］。已有关于地区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区金融
发展对经济增长（周立和王子明，２００２；ＢｅｃｋａｎｄＬｅｖｉｎｅ，２００４）［７］［１８］、缓解企业融资约束（Ｂｅｃｋ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９］等宏观与企业层面的影响。

关于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投资者特质和投资行为。投资

者特质对股票盈利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投资经验（ＦｅｎｇａｎｄＳｅａｓｈｏｌｅｓ，２００５；Ｓｅｒ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１９］［１２］、智商（Ｇｒｉｎｂｌａ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信任（崔巍，２０１３）［２１］等。投资行为对股票盈利影响的研
究主要有：Ｂａｒｂｅｒ和Ｏｄｅａｎ（２０００）［１５］以及李心丹等（２００２）［２２］发现高交易频率使得个人投资者的投资
收益变差甚至导致损失。陈其安等（２０１１）［２３］发现个人投资者过度自信程度提高将降低股票市场价
格质量和总体投资收益。Ｄｏｓｋｅｌａｎｄ和Ｈｖｉｄｅ（２０１１）［１６］发现个人投资者利用工作经历获取的不对称
信息并不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取超额收益，原因在于过度自信导致个人投资者对熟悉的企业产生偏见，

从而降低了投资收益。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和 Ｒａｍａｄｏｒａｉ（２０１４）［２４］发现随着投资者投资经验的增加，换手率和
处置效应偏差会降低，有经验的投资者会比新手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路晓蒙等（２０２０）［１４］发现持股
周期短的投资者股票盈利概率更低。

关于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企业创新研发和投融资行为方面的研究已经很丰富，也有不少关

于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影响因素方面的探讨，然而，探究地区金融发展对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影响的

文献却很少，本研究是该方面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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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设

金融发展会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ＢｅｃｋａｎｄＬｅｖｉｎｅ，２００２）［２５］、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朱凯和
陈信元，２００９；庄毓敏等，２０２０）［１０～１１］和居民投资收益改善（吴雨等，２０１８）［２６］。中国家庭在金融资产
投资上要么过于保守，要么过于冒进，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市场产品供给结构存在不足（路晓蒙等，

２０１７）［２７］。金融的发展意味着家庭可以获得更多金融服务，家庭金融可得性的提高会促进家庭的资
产配置行为（尹志超等，２０１５）［２８］。因此，金融市场发展可能从以下两方面为家庭或个体投资收益带
来积极影响：一是金融市场发展促进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企业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增强，个人投资

者参与股市后股票盈利的可能性将显著提高。二是金融市场发展使个人投资者有机会接触更加多元

化、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收益有更加深刻的认知，能够更客观地评估自身

的投资能力以做出正确的金融资产配置决策。这两方面的积极影响有利于形成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

良性循环，从而促进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由此，提出研究假设Ｈ１：
Ｈ１：地区金融发展能够改善投资者股票盈利状况。
经典金融理论认为，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散化投资是投资者的理性选择（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１９５２；Ｃａｍｐ

ｂｅｌｌ，２００６）［２９～３０］。然而众多经验研究发现，个人投资者通常持有的是低分散化的投资组合（Ｐｏｌｋ
ｏｖｎｉｃｈｅｎｋｏ，２００５；Ｄｉｍｍｏ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３１～３２］，而投资低分散化会导致投资业绩较差（陈炜和袁子甲，
２０１５）［３３］。对于投资分散化不足的原因解释主要包括交易成本（Ｎｉｅｕｗｅｒｂｕｒｇｈａｎｄ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２００９）［３４］、行为偏差（ＧｏｅｔｚｍａｎｎａｎｄＫｕｍａｒ，２００８）［３５］以及金融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路晓蒙等，
２０１９）［３６］等。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投资成本显著下降，个体
投资者的投资分散化程度将会显著提升，这可能会促进投资者股票盈利。由此，提出研究假设Ｈ２：

Ｈ２：地区金融发展通过提高投资分散化水平，促进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
谭松涛和陈玉宇（２０１２）［１３］认为，股民投资收益的改善要通过投资能力以及投资行为的变化才能

得以实现，这种变化一方面可能体现在股民投资能力的提升上；另一方面则可能体现在某些非理性行

为的减弱上。由直接融资比重提高以及金融可得性提升而推动的地区金融发展，可能会从金融市场

和金融中介两方面对投资者行为决策产生影响：一是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有利于个人投资者培育和树

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形成良好的股票市场投资环境，坚持理性投资；二是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便捷性

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个人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和投资能力，形成良好的止盈止损投资习惯，从而促进个

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由此，提出研究假设Ｈ３：
Ｈ３：地区金融发展通过培育良好的止盈止损习惯，促进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
市场环境是影响个体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市场化程度越高，金融供给和需求相对更高，金融投

资氛围也更加活跃，家庭资产配置渠道更加广泛。相反，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家庭资产配置更多

地依赖于当地投资环境的变化（路晓蒙等，２０１９）［３６］。直接融资比重与家庭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提高能
够更大幅度地改善该地区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和金融资产组合配置能力，提升股票盈利水平。因此，金

融市场发展可能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投资者股票盈利的促进作用更大。由此，提出研究假设Ｈ４：
Ｈ４：金融市场发展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投资者股票盈利的促进作用更大。
财富是制约分散化投资的重要因素。Ｈｕｎｇ和 Ｙｏｏｎｇ（２０１２）［３７］发现更富裕的人群更有可能咨询

专业的投资建议。更富裕家庭的投资组合配置能够更好地分散化（ＧｏｅｔｚｍａｎｎａｎｄＫｕｍａｒ，２００８）［３５］，
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成本较低的资产（ＨｅａｔｏｎａｎｄＬｕｃａｓ，１９９７）［３８］。拥有较高可
投资资产的投资者，交易费用或成本占资产的比重很小，交易成本的变化对其影响不大，并且在风险

资产配置时，受到资产数量限制的可能性更小，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也相对更高，并且非理性行为偏

差更小。而可投资资产较低的投资者，容易受限于可投资资产的数量，会更多地考虑交易成本，倾向

于将有限的资金集中投资于少数几类资产或某只股票，行为偏差更加突出。地区金融发展会使得低

收入或低资产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交易）成本显著下降，投资分散化水平会有更大幅度的提升，因

此，地区金融发展可能对家庭可投资资产较低投资者股票盈利的促进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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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会影响人们的投资行为和决策。年龄反映着个体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年龄对投资决策的

影响通常还与某些特定的个体经历存在关联。与年纪更长的投资者相比，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
的成长环境更加开放，对股票市场更加熟悉（ＦｅｎｇａｎｄＳｅａｓｈｏｌｅｓ，２００５）［１９］。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４５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３９岁网民群
体占网民整体的６１６％，其中，２０～２９岁网民群体占比最高，达到２１５％，３０～３９岁网民群体占比为
２０８％，４０～４９岁网民群体占比为１７７６％，５０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为１６９％。互联网的发展主要
由４０岁以下的年轻群体推动，“８０、９０后”年轻群体对互联网的接受度和使用度长期以来都相对更
高，而非“８０、９０后”群体在互联网快速发展大背景下，受到的影响和“冲击”可能更大，许多之前从未
接触过线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非“８０、９０后”投资者，逐渐接受并开始在手机终端购买理财产品和进
行股票投资，由于交易便捷性的提升以及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金融知识和投资能力的提高，地区金

融发展可能对非“８０、９０后”投资者股票盈利的促进作用更大。由此，提出研究假设Ｈ５：
Ｈ５：地区金融发展对较低可投资资产家庭以及４０岁以上投资者群体股票盈利的促进作用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１个人投资者调查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由中证金融研究院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８

年４月共同发起，通过券商推送二维码和网络链接的线上问卷访问方式，以正在进行股票投资的个人
投资者为访问对象形成的个人投资者调查数据。中国个人投资者第一轮调研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开
始，至２０１８年４月３０日结束，调研样本覆盖中国３１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下同）的３１３个市，共获
得２１８３８位个人投资者数据。第二轮调研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开始，至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０日结束，调研样
本覆盖中国３１个省份的３０７个市，共获得２８３８７位个人投资者数据。第三轮调研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
日开始，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结束，调研样本覆盖中国３１个省份的３２３个市，共获得３０２０９位个人投
资者数据。个人投资者调研的主要内容包括：投资者个体特征（年龄、学历和工作单位等）、资产状况

（股票、房产和家庭可投资资产等）、主观态度（风险偏好、金融认知水平等）、心理特征（过度自信、羊

群行为、代表性偏差和处置效应等）以及投资行为特征（选股依据、选股风格、持股周期和操作风格等）

等，这为更好地理解中国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持。调研方法上，通过

事前准备———实地走访券商、深度访谈投资顾问和股民，进行问卷设计；事中监督———推送二维码，质

量控制；事后审核———机制处理，数据核查方式保证了样本的质量。抽样方法上，采用分年龄、分投资

年限抽样设计方法，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为了进一步说明数据的代表性，以２０１８年股票市场个人
投资者数据为例，表１是股票个人投资者行为数据中各个持股市值区间的投资者占比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统计年鉴数据之间的对比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区别。个人投资者行为调查数

据库为更好地了解中国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持。为了得到可靠和准

确的研究结论，使用三轮个人投资者调查（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所获得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表１　个人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的代表性

个人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

１０万元以下 ５２１０％ ５６８５％

１０万元～５０万元 ３４５０％ ２８５２％

５０万元～１００万元 ８２０％ ７４６％

１００万元～３００万元 ３９０％ 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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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个人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

３００万元～１０００万元 １１０％ １４９％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 ０３０％ ０４５％

　　数据来源：２０１８年股票个人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２０１９卷）》。

２其他相关数据
计算中国３１个省份层面的直接融资比重时，各省份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企业债券发行量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资讯数据库，各省份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计算中国
３１个省份层面的贷款余额／ＧＤＰ时，各省份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ＧＤ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各
地级市层面的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每万人银行机构网点数量时，银行机构网点数据来源于中国银保监会网
站———金融许可证信息，选取的是当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银行机构数量，包括政策
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开发性金融机构、邮政储蓄网点、村镇银

行；各地级市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稳健性检验中，计算各地级市层
面的每万人证券营业部数量时，证券营业部数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业协会 －证券公司分支机构信
息查询。

为了避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在进行分析之前，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将衡量地区金

融发展的省份层面、地级市层面数据与个人投资者调查数据进行匹配。其次，证监会规定办理股票开

户的投资者至少要年满１６周岁①，另外，考虑到年龄大于７５岁的投资者很少自己做投资决策，为此，
剔除投资者年龄小于１６岁和大于７５岁的投资者样本。最后，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得到有效
样本数为７５７６６个。

（二）模型与变量定义

１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假设和样本数据特征，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β０＋β１ｆ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ｔ－１＋β２Ｘｉ，ｔ＋δｉ＋θｔ＋εｉ，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ｐｒｏｆｉｔｉ，ｔ为个人投资者ｉ在第ｔ年的盈利水平；解释变量ｆ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ｔ－１为个人投资者
ｉ所在地区第ｔ－１年的金融发展水平，依次使用省份层面的直接融资比重和地级市层面的每万人银行
网点数量度量；Ｘｉ，ｔ为投资者ｉ在第ｔ年的个体、家庭和地区层面特征的控制变量；δｉ为个体固定效应；θ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个体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测因素；εｉ，ｔ表示随机误差项。关注解释变量
ｆ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ｔ－１的系数β１，其表示地区金融发展对个体投资者股票盈利的影响，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
预期系数β１显著为正。

考察金融市场发展对股票盈利的影响机制。借鉴 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３９］ 以及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４０］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建立以下模型：

Ｍｉ，ｔ＝α０＋β３ｆ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ｔ－１＋β４Ｘｉ，ｔ＋δｉ＋θｔ＋μｉ，ｔ （２）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γ０＋β５ｆ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ｔ－１＋β６Ｍｉ，ｔ＋β７Ｘｉ，ｔ＋δｉ＋θｔ＋σｉ，ｔ （３）
与基准回归式（１）相同，式（３）中的ｐｒｏｆｉｔｉ，ｔ为被解释变量股票盈利；式（２）和式（３）中的核心解

释变量为ｆ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ｔ－１，表示滞后一期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Ｍｉ，ｔ为中介变量，β３和β５为需要估计的
系数，若式（１）、式（２）和式（３）同时满足：第一，式（１）中系数β１显著；第二，式（２）中系数β３显著；第
三，式（３）中β５和β６均显著，且满足β５＜β１，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以上三个条件除β５不显著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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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条件均得到满足，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２．关键变量的度量
（１）被解释变量
股票盈利。股票盈利的度量主要使用的是投资者接受调研年份的上一年度一整年的盈利状况。

以２０２０年５－６月进行调研的个人投资者调查问卷为例，问卷中该问题设置为“２０１９年，您股票投资
资金的收益水平大致为？１．盈利５０％及以上；２．盈利３０％～５０％；３．盈利２０％～３０％；４．盈利１０％～
２０％；５．盈利１０％以内；６．持平；７．亏损１０％以内；８．亏损１０％ ～２０％；９．亏损２０％ ～３０％；１０．亏损
３０％～５０％；１１．亏损５０％以上”，将选择选项１－５的投资者识别为２０１９年盈利的投资者，２０１８年和
２０１９年调查问卷的题目设置和变量识别方法与２０２０年完全相同。

此外，本研究还使用了问卷中投资者接受调研当年年初至调研进行时刻的盈利状况数据，进行稳

健性检验。同样以２０２０年的问卷为例，问卷中问题设置为“２０２０年年初至今，您股票投资资金的收益
水平大致为？１．盈利５０％及以上；２．盈利３０％ ～５０％；３．盈利２０％ ～３０％；４．盈利１０％ ～２０％；５．盈
利１０％以内；６．持平；７．亏损１０％以内；８．亏损１０％～２０％；９．亏损２０％～３０％；１０．亏损３０％～５０％；
１１．亏损５０％以上”，将选择选项１－５的投资者识别为调研当年盈利的投资者，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的
问卷中该变量的度量方法与２０２０年也完全相同。

（２）关注解释变量
地区金融发展。借鉴鄢莉莉和王一鸣（２０１２）［５］使用直接融资比重、路晓蒙等（２０１９）［３６］和董艳等

（２０２０）［４１］使用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的方法，度量地区金融发展，其中，直接融资比重表示为直接融资
总额除以直接融资总额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和，而直接融资总额等于企业债券融资与股票市值之

和。此外，借鉴卢峰和姚洋（２００４）［４２］使用金融深度（银行年末贷款余额／ＧＤＰ）、吴雨等（２０１８）［２６］使
用每万人证券营业部数量度量的方法，对地区金融发展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可能存在逆向因果

的内生性问题和地区金融发展对微观个体股票盈利影响的时滞效应，在估计时，关注解释变量均使用

滞后一期的数据。

（３）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投资者个体、家庭和地区特征。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

育程度①、职业②、风险态度③和投资经验④；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是否有房产、家庭可投资资产

数量⑤等，需要说明的是，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个人投资者调查问卷中关于控制变量的相关问题设置与识别
方法完全一致；地区特征上，在估计中控制了省份ＧＤＰ增长率。
３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２可以看出，样本中有５４８％的个体投资者“去年盈利”，“调查当年年初至今”有盈利的个

体投资者占比约为５３７％；样本省份中，直接融资比重最高的为５２％；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均值为
２２个；样本投资者年龄中位数为３６岁；男性投资者占比为６０５％；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占比为
６６％；职业投资者占比为９１％；样本投资者投资年限中位数为５年；９０％的样本投资者家庭有房产；
家庭可投资资产１００万元以上的投资者占比为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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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您的文化程度是？１初中及以下；２高中、中专、职高；３大专；４本科；５研究生及以上。
您的职业是？１企业（非金融行业）人员；２企业（金融行业）人员；３政府及事业单位人员；４职业投资者；５

私营业主；６自由职业者（含个体经营等自雇人士）；７其他，请注明。
如果您有一笔资金用于投资，您最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１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２略高风险、略高回报

的项目；３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的项目；４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项目；５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
您已进行股票交易年？（不足１年，请换算成小数；如半年，则填写０５）。
目前您所在家庭可用于金融产品投资的资金总额大致为？（包括现金、存款、理财产品、股票、基金、债券、衍生

品、外汇、贵金属等金融资产，包括已经投资的和现金）１１０万元以下；２１０万元 ～５０万元；３５０万元 ～１００万元；４．
１００万元～３００万元；５３００万元～５００万元；６５００万元～１０００万元；７１０００万元～３０００万元；８３０００万元以上。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去年盈利 ７５７６６ ０５４８ ０４９８ ０ １ １

调查当年盈利 ７５７６６ ０５３７ ０４９９ ０ １ １

直接融资比重 ７５７６６ ０２３３ ０１１４ ００７３ ０１９１ ０５２

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 ７５７６６ ２２０３ ０９７８ ０３４９ ２１２５ ９１８２

贷款余额／ＧＤＰ ７５７６６ １４５６ ０３７ ０８８１ １３２９ ３０８３

每万人证券营业部数量 ７５７６６ ０１８１ ０１７４ ０ ０１４１ ０９９１

年龄 ７５７６６ ３８６８ １１５２ １６ ３６ ７５

年龄平方／１００ ７５７６６ １６２９ ９８１７ ２５６ １２９６ ５６２５

男性 ７５７６６ ０６０５ ０４８９ ０ １ １

已婚 ７５７６６ ０７５１ ０４３２ ０ １ １

大学以上受教育程度 ７５７６６ ０６６ ０４７４ ０ １ １

职业投资者 ７５７６６ ００９１ ０２８８ ０ ０ １

风险规避者 ７５７６６ ０２２４ ０４１７ ０ ０ １

低金融知识水平 ７５７６６ ０４３９ ０４９６ ０ ０ １

投资经验 ７５７６６ ６６９７ ５７９３ ０ ５ ３０

家庭有房 ７５７６６ ０９ ０３ ０ １ １

家庭可投资资产１００万元以上 ７５７６６ ０１５８ ０３６５ ０ ０ １

省份ＧＤＰ增长率 ７５７６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５６ －０２３３ ００８６ ０１５８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Ｈ１，将被解释变量股票盈利、关注解释变量地区金融发展、控制变量等纳入方
程式（１）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框架，并对式（１）进行估计，表３报告了地区金融发展对个人投资者股
票盈利的影响。表３第（１）列和第（３）列分别是不增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直接融资比重、每万
人银行网点数量与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之间关系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关注解释变量直接融资比

重、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说明地区金融发展与个人
投资者股票盈利呈正相关关系。第（２）列和第（４）列为基准回归结果，即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关注
解释变量直接融资比重、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地区金融发展能够

显著改善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状况，即研究假设 Ｈ１成立。这一微观层面的证据表明，中央在全面推
进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措施中，特别强调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很精准的，其对改善个人投资者盈

利状况、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表３　地区金融发展对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股票盈利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直接融资比重
０３０８ ０２０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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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股票盈利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年龄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年龄平方／１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男性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已婚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职业投资者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风险规避者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低金融知识水平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投资经验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家庭有房产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家庭可投资资产１００万元以上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省份ＧＤＰ增长率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４７９ ０９３２ ０４９２ ０９４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９）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７５７６６ ７５７６６ ７５７６６ ７５７６６

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是稳健聚类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讨论
地区金融发展是一个宏观变量，受到单个个体投资者行为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并且在估计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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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采用的是滞后一期的度量指标，为此，反向因果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较小。另外，在估计模

型中采用的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通过控制个体层面不随时间变化因素产生影响，一定程度上能够缓

解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２稳健性检验
（１）变更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
调查当年盈利。在个人投资者调查问卷中，除询问了个人投资者去年全年的盈利情况外，还询问

了调研实施当年年初至调研进行时刻的股票盈利情况。将被解释变量去年盈利变更为调查当年盈利

进行稳健性检验。表４第（１）列和第（２）列是地区金融发展对投资者调查当年盈利的影响，估计结果
显示，地区金融发展两个代理指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基准回归得到
的结论稳健。

表４　稳健性检验：变更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

变量

（１） （２）

调查当年盈利

ＦＥ ＦＥ

直接融资比重
０１８８

（００２２）

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８８５ ０９１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７５７６６ ７５７６６

Ｒ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是稳健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表示基准回归模型中包含的所有控制
变量。

（２）变更解释变量衡量指标
贷款余额／ＧＤＰ和每万人证券营业部数量。参考卢峰和姚洋（２００４）［４２］使用金融深度（银行年末

贷款余额／ＧＤＰ）以及吴雨等（２０１８）［２６］使用每万人证券营业部数量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方法，表
５报告了地区金融发展对股票盈利的影响。表５第（１）列和第（２）列是将关注解释变量地区金融发展
代理指标变更为贷款余额／ＧＤＰ之后的回归结果，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式（１）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金
融发展促进了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第（３）列和第（４）列是将关注解释变量变更为每万人证券营业
部数量之后的回归结果①，ＯＬＳ估计结果显示，每万人证券营业部数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地
区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综合表５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变更解释变量地区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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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证券业协会公布的地级市层面的证券营业部网点数据是某一时点的汇总数据，我们最
早在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下载到该数据，又考虑到证券营业部网点数量在某一年度的城市层面变化较小，在该时点该城
市的每万人证券营业部网点数量也能够较好地反应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本研究还使用每万人证券营业部数量进

行稳健性检验，并在回归中使用ＯＬＳ方法对模型（１）进行估计。



发展的度量指标之后，仍得到与基准回归完全一致的结论，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５　稳健性检验：变更解释变量衡量指标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去年盈利 调查当年盈利 去年盈利 调查当年盈利

ＦＥ ＦＥ ＯＬＳ ＯＬＳ

贷款余额／ＧＤ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每万人证券营业部数量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９４０ ０８９４ ０９６６ ０９４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 ７５７６６ ７５７６６ ７５７６６ ７５７６６

Ｒ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１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是稳健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表示基准回归模型中包含的所有控制
变量。

五、机制分析

研究表明，地区金融发展能够改善个体投资者股票盈利状况。但是地区金融发展促进个人投资

者股票盈利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根据研究假设，主要从个人投资者投资分散化程度、止盈止损习惯两

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投资分散化程度

经典投资组合理论认为，理性投资者应当持有的是分散化的投资组合，然而，事实情况是，大多数

国家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是低分散化的投资组合。本研究假设地区金融发展会提高个体投资者的理性

投资水平。这是因为地区金融发展会缓解因信息不足或金融知识缺乏导致的非理性资产配置，可能

会促进投资分散化程度的提高，进而促进投资者股票盈利。为了验证研究假设 Ｈ２，借鉴 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３９］关于中介效应检验的做法，参考 Ｇｕｉｓｏ和 Ｊａｐｐｅｌｌｉ（２００８）［４３］以及曾志耕等（２０１５）［４４］

使用持有股票数量衡量股票投资分散化程度的研究，采用问卷设置的问题“您一般会同时持有几只股

票？１１～２只；２３～７只；３８～１４只；４１５只及以上”，对应地给每个选项赋值为１－４，以构造投资
分散化程度的衡量指标，可以发现，取值越大，表示该投资者持股分散化程度越高，将中介变量投资分

散化程度、关注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等一并纳入中介效应分析框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６。

表６　机制分析：投资分散化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投资分散化 股票盈利 投资分散化 股票盈利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直接融资比重
０４２０ ０１９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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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投资分散化 股票盈利 投资分散化 股票盈利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投资分散化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２５３ ０８５６ ２３２０ ０８６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０）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７４４９１ ７４４９１ ７４４９１ ７４４９１

Ｒ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９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是稳健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表示基准回归模型中包含的所有控制
变量，观测值数量与基准回归不一致是由于中介变量数据缺失所致。

表６第（１）列是使用直接融资比重度量的地区金融发展对投资分散化程度的影响，直接融
资比重的系数为０４２０，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直接融资比重对投资分散化程度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第（２）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中介变量投资分散化的系数显著为正，关注解释变量直接融
资比重的系数也显著为正，并且与基准回归相比，直接融资比重的系数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说明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类似地，第（３）列是使用地级市层面的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度量的地区金
融发展对投资分散化程度的影响，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的系数为 ００２５，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与投资分散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第（４）列是将每万人银行网点
数量、中介变量投资分散化程度同时纳入式（１）进行分析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投资分散化程
度的系数显著为正，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并且与基准回归相比，每万人银行网

点数量的系数有一定幅度下降，即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因此，由表 ６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地区
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个体投资者的投资分散化程度，进而促进股票盈利机制存在，研究假设 Ｈ２
成立。

（二）止盈止损习惯

股票投资中，良好的投资习惯对提高投资者投资收益有显著促进作用，止盈止损习惯一方面能够

控制本金损失幅度，捕捉其他金融资产或品种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能够锁定投资收益，实现财富稳

步增值。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投资者所接触到的金融产品增多，对金融资产的认识不断深入，有助

于培育投资者良好的止盈止损习惯，换言之，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缓解投资者非理性投资习惯。为验

证前述假设，采用问卷设置的问题“您的操作习惯是？１严格止损；２严格止盈；３严格止损且严格
止盈；４无止盈止损习惯”，构造变量无止盈止损习惯，将选择选项４的投资者识别为无止盈止损习惯
的投资者，相应地，变量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并将无止盈止损习惯这一中介变量纳入机制分析框架，表
７是相应的回归结果。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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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机制分析：无止盈止损习惯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无止盈止损习惯 股票盈利 无止盈止损习惯 股票盈利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直接融资比重
－００６７ ０１８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无止盈止损习惯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０６ ０９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９５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９）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７３７１７ ７３７１７ ７３７１７ ７３７１７

Ｒ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３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是稳健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表示基准回归模型中包含的所有控制
变量，观测值数量与基准回归不一致是由于中介变量数据缺失所致。

表７第（１）列和第（３）列是分别使用直接融资比重和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度量的地区金融发展
对无止盈止损投资习惯的影响，结果显示，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地区金融发展缓解了个人投资

者无止盈止损这一非理性的行为习惯。第（２）列和第（４）列是同时将关注变量地区金融发展度量指
标和中介变量无止盈止损习惯纳入中介效应分析框架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中介变量无止盈止损习

惯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直接融资比重、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因此，地区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个体投资者无止盈止损这一非理性行为习惯，从而促进股票盈利机制存

在，研究假设Ｈ３成立。

六、异质性分析

（一）金融市场化程度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Ｈ４，使用王晓鲁等（２０１９）［４５］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将样本按市场化
指数５分位分为市场化程度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两组，若投资者位于市场化指数０～５０％分位
的省份，则将该投资者识别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投资者，相应地，相关变量市场化程度低的取值

为１，否则为０，将相关变量纳入式（１）的研究框架进行分样本估计，表８是相应的估计结果。
表８第（１）列和第（２）列分别是在市场化程度低和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直接融资比重与个人

投资者股票盈利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直接融资比重的系数分别为０１５６和０１４７，且均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相应地，Ｓｕｅｓｔ检验结果显示，两个组不存在差异。第（３）列是在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
中，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与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的系数为

００３０，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第（４）列是在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与个人投资
者股票盈利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的系数为０００４，但不显著。综合表８的实证
结果可以得出结论：金融市场发展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投资者股票盈利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假设

Ｈ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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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异质性分析：金融市场化程度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股票盈利

金融市场化程度低 金融市场化程度高 金融市场化程度低 金融市场化程度高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直接融资比重
０１５６ ０１４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９）

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８７７ １００３ ０８４９ １０４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５）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Ｓｕｅｓｔ检验（ｐ值） ０３７０

Ｎ ３８３６４ ３７４０２ ３８３６４ ３７４０２

Ｒ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７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是稳健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表示基准回归模型中包含的所有控制
变量。

（二）家庭可投资资产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Ｈ５，将投资者样本分为家庭可投资资产５０万元及以上和家庭可投资资产５０
万元以下两个组，这样划分的依据在于：一是监管部门将个人参与科创板的资产门槛设置为５０万元。
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２０１９卷）》数据显示，截止２０１８年末，自然人投资者持股账户数占比
为９９７８％，自然人投资者股票账户资产小于５０万元的占比为８６９２％，意味着股票市场中绝大多数
投资者股票投资资产少于５０万元，相应地，将家庭可投资资产小于５０万元的投资者识别为低可投资
资产家庭，表９是分样本回归结果。

表９第（１）列是家庭可投资资产在５０万元以下的投资者样本中，直接融资比重与股票盈利之间
关系的回归结果，估计结果显示，直接融资比重的系数为０２３８，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第（２）列是家
庭可投资资产在５０万元及以上的投资者样本中，直接融资比重与股票盈利之间关系的估计结果，直
接融资比重的系数为０１２５，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对比第（１）列和第（２）列的结果，分样本估计结果
均显著为正，且家庭可投资资产在５０万元以下样本中的回归系数更大，说明地区金融发展对低资产
家庭股票盈利的促进作用更大。第（３）列是家庭可投资资产在５０万元以下的投资者样本中，每万人
银行网点数量与股票盈利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估计系数为００１８，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第（４）列是
家庭可投资资产在５０万元及以上的样本中，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与股票盈利之间关系的估计结果，
估计系数为００１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对比第（３）列和第（４）列结果，估计系数在家庭可投资资产
５０万元以下的样本中更大，再次说明地区金融发展对家庭可投资资产较低投资者股票盈利的促进作
用更大。此外，考虑到仅通过比较分样本估计结果的系数便得出上述结论可能并不严谨，进一步使用

似无相关检验（Ｓｕｅｓｔ）对组间差异进行检验，通过表９底部报告的似无相关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地区金
融发展对家庭可投资资产较低投资者股票盈利的促进作用更大的结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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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异质性分析：家庭可投资资产分样本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股票盈利

资产５０万元以下 资产５０万元及以上 资产５０万元以下 资产５０万元及以上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直接融资比重
０２３８ ０１２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０）

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０２６ ０８２４ １０５５ ０８２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３）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８０９９ ２７６６７ ４８０９９ ２７６６７
Ｒ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７

组间Ｓｕｅｓｔ检验 ｔｅｓｔ（（１）－（２）） ｔｅｓｔ（（３）－（４））

卡方统计量 ８１６ １３８

Ｐ值 ０００４ ０２４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是稳健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表示基准回归模型中
包含的所有控制变量。

（三）年龄群体

将样本按投资者出生年份划分为１９８０年之前出生的４０岁以上投资者（非８０、９０后）与１９８０年之后
出生的４０岁及以下投资者（８０、９０后），并进行分样本回归，表１０为相应的估计结果。表１０第（１）列和
第（２）列分别是４０岁以上和４０岁及以下样本中，直接融资比重与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之间关系的回归
结果。结果显示，４０岁以上、４０岁及以下的投资者样本中，直接融资比重的系数分别为０２３６、０１７０，并
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第（３）列和第（４）列分别是４０岁以上和４０岁及以下样本中，每万人银行网点
数量与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的系数分别为００２６和００１６，且
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综合表１０的实证结果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地区金融发展对４０岁以上投资者股
票盈利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样地，为了考察两组分样本回归系数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似无相关

（Ｓｕｅｓｔ）组间系数检验，表１０底部报告了两组分样本的组间系数检验结果，发现两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
异，并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综合表９和表１０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研究假设Ｈ５成立。

表１０　异质性分析：年龄分样本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股票盈利

４０岁以上 ４０岁及以下 ４０岁以上 ４０岁及以下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直接融资比重
０２３６ ０１７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２）

每万人银行网点数量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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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股票盈利

４０岁以上 ４０岁及以下 ４０岁以上 ４０岁及以下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４４１ ０５８３ ０４４０ ０５８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８）

个体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１６３５ ４４１３１ ３１６３５ ４４１３１

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７

组间Ｓｕｅｓｔ检验 ｔｅｓｔ（（１）－（２）） ｔｅｓｔ（（３）－（４））

卡方统计量 ３４９ ３０４

Ｐ值 ００６２ ００８１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是稳健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表示基准回归模型中包含的所有控制
变量。

七、研究结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作为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方向。

专家学者也普遍认为，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要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

发展。虽然当前已有较多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减缓贫困以及缓解企业投融资行为方面的研究

成果，但是却少有文献从更微观的家庭或个人投资者角度探究地区金融发展对投资者股票盈利的影

响。本研究采用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中国３１个省份的个人投资者大型微观调查数据，探究地区金融发展
对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金融服务可得性为主要内容的地

区金融发展，能够改善个人投资者股票盈利状况。地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投资分散化水平、培育

投资者良好的止盈止损习惯，促进投资者股票盈利。异质性分析表明，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市场化程

度较低地区、家庭可投资资产较低、４０岁以上投资者股票盈利的促进作用更大。
研究结论表明，进一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金

融服务供给效率，有助于改善家庭或个人投资者的金融福利；地区金融发展能够降低股票市场中个人

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提高理性投资水平，这对于中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设更加健康稳定的资

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实现“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制定政策时应重

点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高金融市场改革举措的针对性，要特别注重改善低资产家庭、中老年人

等群体的金融资产配置能力，提升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金融服务能力，优化相对弱势群体家庭的

金融资产配置，提升其金融福利。二是持续优化金融机构服务网点布局结构，推进金融知识普及和投

资者教育工作，改革和完善金融中介服务制度，创新金融服务产品，鼓励个人投资者通过专业的投资

机构参与资本市场，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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