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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一个文献综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 赵文耀

摘 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股票市场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是学术研究和

实践领域的热点话题。本文首先从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信息披露质量和信息

披露策略四个方面阐述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文献；同时从信息不对称、代

理问题和避税行为三个方面介绍了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理；并基于此，进一步

梳理了针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已有研究；最后，对已有文献进

行评述。本文所综述的理论观点和已有文献有助于厘清信息披露和股价崩盘风险

的影响机制，同时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资本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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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稳固实体经济、维护金融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然而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个股崩盘、大起大落的现象频发，甚至在

2015年我国股票市场一度出现“千股涨停”和“千股跌停”的罕见现象；2018

年长生生物因爆发“疫苗”案连续 32个交易日跌停，刷新了 A股市场个股最长

跌停记录；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美国道琼斯指数在短短 2周内 4次熔断，

美国标普 500指数多次“跳水”，“多米诺”效应迅速蔓延至全球资本市场（Carmen

R, 2020）。我国 A股市场也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出现一定幅度的震荡。得益于

我国监管部门出台的各项有效措施，疫情得到有效的防控，我国资本市场迅速修

复、回归正轨。

当前，新冠疫情在其他国家仍在持续蔓延，为全球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

了较强的不确定性，我国资本市场的外围系统性风险仍未缓解。我国股市依旧面

临着疫情导致的经济低迷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上市公司面临股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更强。此外，我国资本市场以个人投资者为交易主体，其非理性特性进一步加深

了市场的不稳定。在疫情仍未结束、资本市场不确定性仍持续蔓延的当下，对诱

发资本市场波动、引发股价崩盘风险的各种因素展开深入分析，对于识别资本市

场风险因素、预防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定国家金

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引发股价崩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

由此引发的信息披露操纵行为。出于职业规划、业绩考核、薪酬激励等获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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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管理层倾向于隐藏不利于自身利益和公司未来发展的负面信息（Kothari

等，2009），而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管理层的自利动机提供了有

利条件。然而坏消息的隐藏并非永无止尽，当管理层隐藏的坏消息积累到一定程

度并超过可隐瞒的极限时，有效的资本市场会识别到坏消息一次性的集中披露并

在股票价格上对这一信息作出及时反应，表现为股票价格急剧下降，甚至引发股

价崩盘（Jin和Myers，2006）。

基于以上理论框架，之后有关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分别从会计信息质量

（Hutton等，2009；Kim和Zhang，2014；肖土盛等，2017）、管理层特征（梁权

熙和曾海舰，2016；孙淑伟等，2017；孟庆斌等，2017）、股权结构（王化成等，

2015；谢德仁等，2016；姜付秀等，2018）、内部控制（张瑞君和徐鑫，2017；

黄政和吴国萍，2017）和外部监督（江轩宇，2013；王化成等，2014；褚剑和方

军雄，2016；叶康涛等，2018）等角度展开。由此可见，股价发生大幅波动甚至

暴跌崩盘的根源是上市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向外

界传递公司内部信息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向外界传递有效信息的主要方式，也是决定上市公司股

票价格和市场价值的主要因素。而发生股价暴跌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上市公司

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股票市场的互动关系，长期

以来是学术研究和实践领域的热点话题。本文拟从财务信息（研发投入）、非财

务信息（社会责任）和外部监管信息（违规处罚）三类信息入手，对上市公司的

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

本文剩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研究现

状，分别从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信息披露质量和信息披露策略进行了综述；

第三部分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从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

避税行为三个方面综述了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渠道；第四部分对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并研究财务信息披露、非财务信息披露、

信息环境、信息披露策略四个方面，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

影响；第五部分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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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献综述框架

二、 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研究

针对已有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文献进行梳理，大致可以将这些文献归纳

为四类，分别是：财务信息披露、非财务信息披露、信息披露质量和信息披露策

略，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将对此进行更为详细的综述。

（一）财务信息披露研究

目前关于财务信息披露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影响因

素方面，并分别从公司内部特征和外部政策环境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1. 内部公司特征与财务信息披露

Dechow等（2010）从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公司高质量

的盈余信息向外界传递了更多企业内部的真实信息，可以帮助投资者作出价值判

断和投资决策；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针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展开研究，

结果发现当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改善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并

且当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行为，能够进一步提高内控质量的盈

余质量提升效应；随后，雷英等（2013）的研究验证了这一研究结论；Li和Zhang

（2015）从代理问题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出于晋升、激励等

自利原因具有很强的动机来提升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因此他们会选择性的

披露财务信息，以维持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的股价（Healy和Palepu，2001）；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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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杰等（2016）研究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作用，结果发现当上市公司的独立董

事具有会计的专业背景时，其财务信息质量会显著较高，且这一效应在内部治理

质量和外部治理环境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姜付秀等（2016）从董秘财务

经历的信息披露效应这一角度出发展开研究，得出结论：当董事会秘书具有从事

财务工作的经历时，会具有更强的动机通过披露高质量的盈余信息来降低上市公

司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进一步对渠道机制展开研究，结论表明，具

有财务从业经验的董事会秘书通过更多的分析师跟踪这一渠道，来提升信息披露

质量；罗棪心等（2020）的研究发现，当审计委员会中有更多的退休独立董事，

由于退休的独立董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监督上市公司，因此此类上市公司

的财务信息质量显著较高。

2. 外部政策环境与财务信息披露

张璇等（2016）的研究发现，卖空机制政策的实施是提升融券标的公司的财

务信息的有效制度，并且卖空机制的实施还可以降低财务重述的概率；王晓珂和

黄世忠（2017）从衍生工具的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结果表

明当上市公司应用衍生工具时，会显著增加其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而降低其财务

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市场会作出负面反应，这一效应主要存在在内部治理质量较

差的企业中；李延喜等（2019）从审计的角度研究财务信息质量，结果表明沟通

关键审计事项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披露质量；孙坚强等（2019）选择

了更加微观的个人视角，从公众的学习效应视角处罚，研究了公众对上市公司盈

余信息以及通胀预期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作用机制；雷新途和汪宏华（2019）考察

了政府反腐治理对企业盈余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影响，发现政府的反腐治理显著

提升了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质量，但真实盈余质量显著降低，本质上并未提升其

信息质量，只是转换了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的方式。

（二）非财务信息披露研究

目前关于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非财务信息的影响因素和

经济后果两个方面。

1. 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毕茜等（2015）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在传统文化较风靡的地区，

当地上市公司会选择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且这一效应与正式的环境制度存在互

补关系，即：相对于正式制度不完善的地区，当所在地区的正式制度较完善时，

传统文化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正向关系会显著较小；程新生等（2015）

研究了高管薪酬对上市公司战略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发现为了使自己获得超额

薪酬看起来更加合理，高管会在获得超额薪酬时，会选择将更多的战略信息这一

非财务信息向外界传递，而且这一效应在央属企业、较低的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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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中更加显著；程新生等（2015）的研究发现，为了隐瞒自身的盈余管理行

为，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者会披露更多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这一类的非财务信

息，而且当上市公司有股权激励时，高管的这一动机会显著更强；苑泽明和王金

月（2015）从碳排放制度的信息披露效应展开研究，结论表明：当所在地区的碳

排放制度较完善时，当地上市公司会披露显著更多的碳信息，而且当上市公司所

处行业为重污染行业时，碳排放制度与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更加显

著；汤晓建（2016）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内

控质量时，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也会显著越高；郑建明等（2017）从放松卖空

管制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放松卖空管制时，上市公司会披露更高质量的环境

信息，同时，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放松卖空管制对环境信息质量的正面影

响会更加显著，且当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环境制度较弱时，也会进一步加强卖空

管制的环境信息披露效应。

2.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Hadlock和Pierce（2010）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作为非财务信

息之一，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会向外界传递更多的企业内部信息，使得投

资者对上市公司有更准确的价值判断，同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提升上市公司的

声誉，通过信息渠道和声誉渠道的共同作用，缓解了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王艳

艳等（2014）从股价同步性角度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当上市公司向外界披露

社会责任报告的行为，能够引起分析师的关注，进而提升了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

含量，而且当上市公司第一次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其股价同步性会显著下降；

张继勋等（2016）从负面信息披露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向资本市场

传递负面消极的社会责任信息时，如果上市公司对负面信息作出解释，资本市场

会对这样的行为做出相对正面且积极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股票价格的下

降趋势；钱明等（2016）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出发，发现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可以

改善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状况，并且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会增强社会责任信息

对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的效应，且当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会

计稳健性与社会责任信息之间的替代作用会更强；与钱明等（2016）的角度相同，

吴红军等（2017）也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展开研究，但其研究对象是更微观的环境

信息，而不是钱明等（2016）研究的社会责任信息，发现当上市公司披露更多的

环境信息时，会降低自身的融资约束，而且当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较差时，上市

公司环境信息缓解融资约束的效应会更加显著，这表明环境信息与财务信息对于

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互补关系；张继勋等（2019）从信息语调的角度展开，认为

当上市公司向资本市场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的语调较为积极时，投资者会对此类

公司做出较为正面的判断，有利于其股票价格的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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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较高时，社会责任信息的正面市场反映会更加显著；齐

岳等（2020）从更直接的市场反应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

任报告时，可以得到显著更高的资本市场认可程度，而且当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

质量较高时，这一效应会更加显著。

（三）信息披露质量研究

Elyasiani等（2010）从机构投资者角度的展开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可

以有效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造成此效应的机制在于机构投资者的监督

能力可以改善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Boone和White（2015）进一步展开研究，发

现较高比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具有更强的动机来约束经理人的信息披露行为作，

因此具有较高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上市公司，其信息质量和流动性显著较强，

同时也有显著更高的分析师关注度；王生年和尤明源（2015）从薪酬激励的角度

展开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激励程度从较低水平缓慢增加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

露质量会随之而显著提升，然而当管理层薪酬激励程度超出一定水平后反而会显

著降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此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是有

效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但管理层可能会出于自身

利益，而进行选择性披露，导致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质量降低；高凤莲和王志

强（2015）从董事会秘书的社会资本视角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秘

书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时，其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较高，当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制

度环境较差时，董秘社会资本的信息质量提升效应显著更大；谭劲松和林雨晨

（2016）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上

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时，可以显著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且这

一效应主要通过实地调研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发挥作用；Pukthuanthong等（2017）

从诉讼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提出诉讼时，上市

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显著提升，这表明机构投资者诉讼是有效的监督机制；李

春涛等（2018）从QFII持股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QFII持股比例较

高时，其信息披露质量会显著较高，且QFII的信息质量提升效应主要通过分析师

跟踪和高管业绩敏感性两个作用渠道发挥作用；黄敏等（2018）从银行风险承担

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银行披露更高质量的信息时，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会显

著较低，且当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较低时，信息披露的抑制风险承担效应会更加显

著；薛健和汝毅（2020）从媒体新闻报道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与媒

体具有关联关系时，关于上市公司的新闻报道会具有显著更多、更详细的内容，

但却具有显著更低的信息含量。

（四）信息披露策略研究

Healy和Palepu（2001）的研究认为，管理层有出于职业晋升、薪酬激励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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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帝国等动机，往往会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信息披露策略；

在此基础上，张馨艺等（2012）对管理层的具体信息披露策略展开研究，发现当

上市公司在做信息披露决策时，会选择在交易日披露公司内部正面积极的信息，

在休息日披露负面消极的信息息，且当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中这一效应

更加显著；温日光（2015）从投资者行业晕轮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投资者行

业晕轮效应较大时，也就是当投资者更容易受到行业其他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而

作出以偏概全的决策时，上市公司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行业晕轮效应对自身股票

价格的负面影响，会选择显著更早的时机进行信息披露；余玉苗等（2016）从年

报预约的角度出发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预约披露年报的时间较晚时，上市

公司的审计质量会显著较低，可能的原因是：审计师越推后年报披露日期，受到

截止日期的压力越大，因此会不可避免的影响审计质量；钱爱民和张晨宇（2018）

从股权质押的角度出发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处于股权质押时期时，上市公

司具有更强烈的动机和更显著的行为来披露好消息、隐藏坏消息，且这一效应在

股市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产权属性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Jebran等（2019）从盈

余预测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管理层具有强烈的动机进行信息披露管理，当上市

公司内部有坏消息时，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坏消息披露对自身利益的影响，管理层

往往会选择减少盈余预测的发布或选择发布更加正面积极的盈余预测报告。

表1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研究

研究主题 相关文献

财务信息披露研究
Dechow等，2010；Li和 Zhang，2015；黄海杰等，2016；姜付秀

等，2016；雷新途和王宏华，2019；罗棪心等，2020

非财务信息披露研究
Hadlock和 Pierce，2010；程新生等，2015；苑泽明和王金月，2015；
张继勋等，2016；郑建明等，2017；张继勋等，2019；齐岳等，
2020

信息披露质量研究
王生年和尤明源，2015；谭劲松和林雨晨，2016；Pukthuanthong
等，2017；李春涛等，2018；薛健和汝毅，2020

信息披露策略研究
Healy和 Palepu，2001；Della 和 Pollet，2009；温日光，2015；余

玉苗等，2016；钱爱民和张晨宇，2018；Jebran等，2019

三、关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

股价崩盘风险是学术界和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研究和关注的风险。2015年我

国股票市场的暴跌，不仅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了负面冲击，也不利于我国资本市

场的稳定发展，此外实体经济的运行也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股

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理成为市场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已有文献从股价

崩盘产生的前提条件（信息不对称）、形成动机（委托代理问题）和隐藏手段（避

税行为）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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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管理层的机会

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当上市公司的信息不透明程度较高时，管理层具有更强的

隐藏公司负面信息的动机，但公司内部隐藏负面消息的能力和空间不是无止尽

的，当管理层无法继续对坏消息隐藏时，坏消息的集中释放会引起市场的大幅度

负面反应，导致投资者做出负面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导致股价发生暴跌崩盘。

基于信息理论，Jin和Myers（2006）研究了国家信息环境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

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当某一国家的信息环境质量较低，即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时，

当地的上市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显著更高；随后，Hutton等（2009）从

微观的企业财务信息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较低时，其

股价崩盘风险会显著较高，从微观企业的角度验证了股价崩盘的信息不对称形成

机理。

此后，学者们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和外部监督机制两个角度出发，进一

步检验股价崩盘风险的信息不对称形成机制：一方面，在内控制度方面，Zhou

（2013）从内控质量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内控质量较高时，未来

股价发生暴跌的概率显著较低；叶康涛等（2015）进一步发现相对于内控质量，

上市公司主动披露自身内部控制的内容越多、信息含量越大，其未来股价发生崩

盘的风险越低，且当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盈利能力越差对其内控信息的

股价崩盘风险效应抑制能力越强；黄政和吴国萍（2017）从内控质量的角度出发，

得出与Zhou（2013）一致的结论，结果发现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内控信息披露，

能够显著降低其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概率，并进一步验证了信息披露质量和代理

成本这两个渠道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外部监督方面，罗进辉和杜兴强（2014）

从媒体报道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新闻媒体报道数量较高时，自身

未来发生股价崩盘风险的风险会显著较低，验证了媒体对上市公司的信息传递和

监督治理的效应；DeFond等（2015）从会计政策效应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

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采用IFRS会计政策时，其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显著较

低，且当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信息环境较差时，国际会计准则对崩盘风险的治理

效应会更加显著；林乐和郑登津（2016）从退市监管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退

市新规开始实施之后，存在退市风险的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质量更高，而其股

价崩盘风险显著更低，该结论有效验证了退市监管对上市公司治理效应的有效

性；褚剑和方军雄（2016）从卖空机制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在实施卖空机制之

后，并没有对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起到显著抑制的作用，而是产生了加

剧风险的负面影响，原因主要是融资融券样本的选择问题和机制的设计问题；史

永和李思昊（2020）从关键审计事项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审计报告中关键审

计事项部分披露的信息越多，上市公司未来风险股价崩盘的风险越小，且这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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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聘请审计质量较高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

（二）代理问题

股价崩盘的另一原因是公司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关于第一类委托代理问

题，管理层出于对职业规划、商业帝国、薪酬激励等自身利益的考量，具有隐藏

负面信息的动机（Graham等，2005；Kothari等，2009），然而当积累的负面消息

达到一定程度无法再继续隐瞒时，负面信息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会对上市公司的

股票价格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导致股价崩盘（Jin和Myers，2006；Hutton等，

2009）。关于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由于大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利用控制权

优势来操纵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决策，当负面信息无法继续隐藏集中披露时会导

致股价崩盘风险，而这样了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基于代理问题，学者们分别从管

理层特征和股权结构等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

关于管理层特征，梁权熙和曾海舰（2016）通过实证验证了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制度对其崩盘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没有独立董事制度的上市公司，

拥有独立董事制度的上市公司股价崩盘概率更低，其结论有效验独立董事制度对

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治理效应；李小荣和刘行（2012）从管理层的性别角度展开研

究，结果发现当上市公司女性的CEO其具有更强的沟通能力、风险规避能力和较

少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相较于雇佣男性CEO的上市公司，雇佣女性的上市公司

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显著更低；孙淑伟等（2017）从高管持股的角度展开研

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高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其坚持股票的行为会增加上市

公司的崩盘风险，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管理层会进行信息披露操纵，导致

上市公司坏消息的不断积累，最终引发股价崩盘风险；易志高等（2019）从高管

减持效应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高管选择减持时，其他高管也会跟

随着进行减持，这一同伴效应会显著增加股价崩盘风险，而且在减持期间，公司

高管具有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进行选择性披露，以最大化其所得财富。

关于股权结构，王化成等（2015）针对大股东持股展开研究，发现当大股东

持股比例可以对上市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

进一步验证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谢德仁等（2016）

从股权质押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具有控股权的大股东质押自身所持股票后，上

市公司会更加谨慎的管理自身的信息披露，这一行为会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Hong等（2017）从两权分离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大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权

的分离度比较高时，会显著抑制上市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而且当信息

质量较差时，两权分离的股价崩盘风险效应会显著更高；姜付秀等（2018）从上

市公司股权结构展开研究，具有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

会显著较低，这验证了多个大股东在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方面的监督效应；吴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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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9）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抱团程度会导致上市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

的概率上升，同时当上市公司的产权为非国有的产权性质时，代理成本较高、投

资者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地区，该地区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提升股价崩盘风险的

效应显著更高；不同于谢仁德等（2016）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期间公司机会主义

的“排雷”视角，夏常源和贾凡胜（2019）从股权质押比例这一角度展开研究，

发现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的质押比例较高时，其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显著

更高，原因可能在于较高的市场不透明程度导致了投资者恐慌并做出负面决策，

进而影响了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

（三）避税行为

当企业实施避税行为时，会通过将本应上缴国家的资源保留在企业中，因此

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盈余表现，提升企业价值（江轩宇，2013）。但与此同时，

避税行为会增加上市公司的信息不透明程度，这可能会进一步诱发管理层的隐藏

负面信息行为（Desai和Dharmapala，2006；廖歆欣和刘运国，2016），进而导致

其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增加。此外，若上市该公司的避税行为被监管部门查

处并对外披露，这一负面信息通过声誉损失渠道使得投资者作出消极负面的投资

决策，这也会导致公司未来发生股票价格的暴跌、崩盘。Kim等（2011）从实证

研究的角度展开验证，发现当上市公司实施避税行为时，由于避税行为的复杂属

性和不透明属性，为管理层实施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加

剧了上市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可能性。

总之，以上关于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认为，内外部环境的信息不对称是

上市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前提条件，而上市公司发生股价崩盘风险的根源在

于管理层自利动机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内外部治理机制是上市公司未来发生股

价崩盘风险的重要约束，而避税行为的复杂属性为提升公司内外部的不透明度、

隐藏管理层的信息操纵行为提供了庇护，以上因素共同增加了未来发生股价崩盘

的概率。

表2 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形成机理 研究方向 相关文献

信息不

对称

财务信息与股价崩盘风险 Jin和Myers，2006
内控质量与股价崩盘风险 黄政和吴国萍，2017；叶康涛等，2015

外部监督与股价崩盘风险
史永和李思昊，2020；DeFond等，2015；褚剑和方军

雄，2016

代理问题

管理层的隐藏坏消息动机 Graham等，2005；Kothari等，2009
管理层与股价崩盘风险 孙淑伟等，2017；易志高等，2019

股权结构与股价崩盘风险
吴晓辉等，2019；夏常源和贾凡胜，2019；Hong 等，

2012；王化成等，2015；谢德仁等，2016；姜付秀等，
2018

避税行为 避税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
Desai和 Dharmapala，2006；Hanlon和 Heitzman，2010；
Kim等，2011a；江轩宇，2013；廖歆欣和刘运国，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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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已有文献关注了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这部分文献总体可以

归纳为以下四个大类：财务信息披露、信息环境、非财务信息披露和信息披露策

略，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将对此展开详细综述。

（一）财务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Hutton等（2009）从财务信息质量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财务

信息不透明个程度越高、信息质量越差，上市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会显

著较高，同时公司的避税行为为管理层操纵负面信息的披露提供了有利条件；

Kim等（2011）从避税程度的角度进一步展开研究，上市公司的避税行为会显著

增加其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Kim和Zhang（2016）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上

市公司实施稳健的会计政策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会得到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

崩盘风险也会受到会计政策的影响，显著降低；肖土盛等（2017）的研究结果发

现，当上市公司被深交所认为信息披露质量较高时，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可能性

会显著较低，在此基础上验证了了分析师所发挥的的渠道作用机制：当信息披露

质量被深交所认定为较高时，会显著提升分析师的准确程度，进而降低股价崩盘

风险；周波等（2019）从年报语调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上市公司

年报披露的积极程度并不会显著影响未来崩盘风险，但语调真实度会显著影响两

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当语调真实度较低时，上市公司积极披露年报的行为会被投

资者认为是在进行信息操纵，因此会采取消极负面的投资决策，提升公司的未来

崩盘风险；钟宇翔和李婉丽（2019）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平滑管理

的行为，可以降低其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然而上市公司所实施的机会主义

盈余平滑行为却会增加其股价崩盘的风险，这表明上市公司不同的财务平滑行为

对其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二）非财务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Kim等（2014）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公开披露社会

责任信息时，上市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风险的概率会显著较低；权小峰等

（2015）从非对称风险的角度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同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他

们发现当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时，会降低自身的投资效益和信息透明度，而这

会导致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显著增加；叶康涛等（2015）选择从内部控制这一非

财务信息披露的角度展开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披露行为

可以显著降低其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的概率；基于此，权小锋和肖红军

（2016）从会计稳健性的角度进一步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

息时，会显著影响管理层选择的会计政策，进而影响其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验

证了会计政策的渠道机制；宋献中等（2017）发现当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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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上市公司的信息质量和声誉价值会显著提升，进而会显著降低未来发生股价

崩盘的风险，同时相对于强制披露的信息，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会在自愿性

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公司概率显著更小。

（三）信息环境与股价崩盘风险

Hutton等（2009）和潘越等（2011）从内部环境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

公司的信息环境质量较低时，由于投资者无法获得上市公司的真实有效信息，因

此往往会做出负面消极的投资决策，显著提升了公司未来发生股价暴跌的概率；

孔东民和王江元（2016）从竞争环境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机构投

资者之间进行信息竞争时，会产生差异化的投资信息和投资行为，而这显著提升

了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和概率；褚剑和方军雄（2017）从政府审计的角

度展开研究，发现当政府审计已上市的中央企业时，会向资本市场释放出“提升

企业内部信息质量”的积极信号，因此可以显著降低其股价崩盘风险。同时，由

于溢出效应，未经政府审计的中央企业也会呈现出较低崩盘风险的特征；李沁洋

和许年行（2019）从资本市场开放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当沪港通政策实施之后，

标的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有显著提升，这会进一步降低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

险；鄢翔和耀友福（2020）从利率管制的视角展开研究，发现当实施放松利率管

制的政策时，银行债券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应会得到显著提升，且这一效应对于

长期贷款的监督中更加显著。

（四）信息披露策略与股价崩盘风险

Jin和Myers（2006）采用信息模型的方法展开研究，发现出于职业规划、薪

酬激励等动机，管理层存在操纵公司负面消息披露的动机，当积累的负面信息过

多超出承受范围之后，负面信息在短期内的集中释放会显著影响资本市场的价值

判断，进而导致股价崩盘；谢盛纹和陶然（2017）从年报预约披露这一角度展开，

发现当上市公司推迟了自身的年报披露时间时，资本市场往往会作出负面判断，

因此未来发生股价崩盘的风险显著较高，但在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中，

这一效应显著较弱，验证了分析师关注缓解年报披露推迟对股价崩盘的负面影

响。

表3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研究主题 相关文献

财务信息披露与股价

崩盘风险

周波等，2019；钟宇翔和李婉丽，2019；Kim 和 Zhang，2016；
肖土盛等，2017

非财务信息披露与股

价崩盘风险
陶春华等，2015；叶康涛等，2015；宋献中等，2017

信息环境与股价崩盘

风险

李沁洋和许年行，2019；鄢翔和耀友福，2020；Hutton等，2009；
潘越等，2011；孔东民和王江元，2016；褚剑和方军雄，2017

信息披露策略与股价

崩盘风险
Jin和Myers，2006；谢盛纹和陶然，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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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已有研究评述

目前针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质量和信息披露策略的研究已

较丰富，针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理研究也基本达成共识，同时国内外很多学

者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上市公司的股

价发生暴跌崩盘的根源是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获取其

内部信息的有效途径，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和

政策正逐步趋于完善，那么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如何影响其未来在资本市场

上的股价波动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与此同时，探讨这一问题也有利于拓展已有

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理解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

以及股价崩盘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于监管部门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已有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从财务信息披露、非财务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质量、信息披露策略四个方面展开，侧重于从上市公司整体信息内容、

质量和策略方面，但对某类具体信息的披露行为研究较少。

已有关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主要从管理层特征（李小荣和刘行，

2012；曹丰等，2015；孙淑伟等，2017）、股权结构（许年行等，2013；王化成

等，2015；权小锋等，2016；谢德仁等，2016；姜付秀等，2018）、内部控制环

境（张瑞君和徐鑫，2017）和外部监督机制（江轩宇，2013；叶康涛等，2018）

等角度出发，对股价崩盘风险展开深入研究，并归纳为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

避税行为三个形成机理，目前学术界也达成共识。

已有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主要从财务信息披露、

非财务信息披露、内外部信息环境、信息披露策略四个方面展开，主要集中在公

司整体的信息披露质量和披露策略方面，但对某类具体的信息披露行为及其对股

价崩盘风险影响的研究较少，如从上市公司的研发活动和违规处罚这两类信息的

披露角度研究股价崩盘风险；而关于社会责任的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尽

管有学者（Kim等，2014；权小峰等，2015；宋献中，2017）对此进行了探讨，

但研究结论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基于以上关于文献研究的回顾和评述，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聚焦在上市公司

某类具体的信息披露方面，如研发信息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违规处罚

信息，不仅可拓宽至企业的内部的研发信息，更拓展至内外部信息兼顾的社会责

任信息、以及外部监管的违规处罚信息，旨在深入研究不同种类信息披露对股价

崩盘风险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在丰富相关学术研究的同时，对于上市公司作出

信息披露决策、投资者充分理解资本市场中的各类信息、监管部门完善信息监管

制度、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以及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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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

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稳固实体经济、维护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近年来，

我国资本市场个股崩盘、大起大落的现象频发，甚至在2015年我国股票市场一度

出现“千股涨停”和“千股跌停”的罕见现象；2018年长生生物因爆发“疫苗”

案连续32个交易日跌停，刷新了A股市场个股最长跌停记录；2020年初新冠疫情

爆发，美国道琼斯指数在短短2周内4次熔断，美国标普500指数多次“跳水”，“多

米诺”效应迅速蔓延至全球资本市场（Carmen R, 2020）。我国A股市场也受到美

国股市的影响，出现一定幅度的震荡。得益于我国监管部门出台的各项有效措施，

疫情得到有效的防控，我国资本市场迅速修复、回归正轨。当前，新冠疫情在其

他国家仍在持续蔓延，为全球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了较强的不确定性，我国

资本市场的外围系统性风险仍未缓解。我国股市依旧面临着疫情导致的经济低迷

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上市公司面临股价剧烈波动的风险更强。此外，我国资本市

场以个人投资者为交易主体，其非理性特性进一步加深了市场的不稳定。在疫情

仍未结束、资本市场不确定性仍持续蔓延的当下，对诱发资本市场波动、引发股

价崩盘风险的各种因素展开深入分析，对于识别资本市场风险因素、预防金融市

场系统性风险、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定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引发股价崩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

由此引发的信息披露操纵行为。出于职业规划、业绩考核、薪酬激励等获取私利

的动机，管理层倾向于隐藏不利于自身利益和公司未来发展的负面信息（Kothari

等，2009），而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管理层的自利动机提供了有

利条件。然而坏消息的隐藏并非永无止尽，当管理层隐藏的坏消息积累到一定程

度并超过可隐瞒的极限时，有效的资本市场会识别到坏消息一次性的集中披露并

在股票价格上对这一信息作出及时反应，表现为股票价格急剧下降，甚至引发股

价崩盘（Jin和Myers，2006）。基于以上理论框架，之后有关股价崩盘风险的相

关研究分别从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层特征、股权结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等角

度展开。由此可见，股价发生大幅波动甚至暴跌崩盘的根源是上市公司内外部的

信息不对称，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向外界传递公司内部信息的重要途径，同

时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

鉴于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外部系统性波动和内部结构性脆弱的后疫情时期，研究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及其对股票市场的崩盘效应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

为降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稳定股票市场、进而更好的保护投

资者利益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推动资本市场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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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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