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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活动，考

察了分析师乐观程度与其获取声誉的关系。研究发现，分

析师对关联机构重仓持有股票评级的乐观程度越高，入

选明星分析师的概率越大 ；且当机构投资者与分析师的

利益关联紧密时，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

整体乐观的分析师确实更容易进入明星榜单，但分析师

对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对其获选明星的影响更大 ；分析

师在进入明星榜单后，对关联机构重仓持有的股票继续予

以较乐观的评级，未改善其信息质量 ；与非明星分析师

相比，明星分析师对其跟踪组合中非关联机构持有股票

的研究报告质量更差。本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主导的

分析师声誉评价体系是导致分析师研究报告偏乐观的重

要因素之一，这种主要由利益关联方主导的评选机制会

扭曲分析师的声誉激励，降低分析师提供的信息质量。

关键词  分析师乐观 ；明星分析师 ；机构投资者

引言

卖方分析师（下文简称“分析师”）作为证券市场

上重要的信息中介，其声誉激励的有效性关系着整个证

券市场信息效率的重要机制，特别是在我国正处于经济

转轨的新兴市场中，对专业信息中介的需求更为明显，

但其外部激励也更容易产生扭曲。一直以来，我国证券

市场上的分析师行业整体发展水平不容乐观，[1] 分析师

的研究报告普遍存在过度乐观的现象。[2 ,3] 从重庆啤酒

的“乙肝疫苗”传闻到涪陵榨菜的天价“沉香榨菜”，从

中国宝安的“石墨矿”事件到双汇的“瘦肉精”事件，

分析师频频给出“强烈推荐”的评级报告，而这些分析

师中也不乏曾经被誉为明星的分析师们。这些争议引出

一个重要问题 ：分析师的明星声誉是否反映了其较高的

研究水平或能提供较高信息质量的研究报告？明星声誉

作为分析师最重要的外部激励机制，其有效性表现为，

分析师为了获取这一声誉需要向市场提供更高质量的信

息。即一个有效的声誉激励机制能够激励分析师提升研

究水平，提高其研究报告的质量，最终提高整个证券市

场的信息效率。投资者对分析师的评价往往构成了这一

声誉的核心参考指标。[4]

在我国，《新财富》杂志“最佳分析师”的评选结

果是行业内认可度最高的明星分析师榜单，①分析师一旦

上榜成为明星，不但名利双收，对证券市场资金的引导

能力也大大提高，可谓是国内分析师职业生涯中最为重

要的晋升环节。那么《新财富》的评选活动是否选出了

更优秀的分析师？分析师是凭借什么重要特征在这一评

选中胜出？这一系列问题有助于认识我国分析师外部声

誉激励机制的有效性，有利于透过评选机制所暴露的问

题来反思当前分析师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评选主要基于对机构

投资者问卷调查的投票结果，作为投票主体的机构投资

者是这一明星分析师评选结果的最终决定者，这说明分

乐观的分析师更可能进入明星榜单吗

——基于 《新财富》 最佳分析师的评选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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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师能否得到机构投资者的支持是其获选明星分析师的

关键所在。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分析师在投票期间“拼颜

值”“送大礼”等各种迎合机构投资者的花哨拉票方式，

也足见分析师为了获取明星分析师的声誉而不遗余力地

取悦机构投资者。那么，分析师如何能够获得机构投资

者的青睐？分析师研究报告的信息质量是反映其研究能

力的重要体现，[5,6] 然而，在我国卖空机制收益模式尚

不成熟的现实情况下，更高信息质量的研究报告未必能

为机构投资者带来收益，反而乐观有偏的分析师研报能

够为机构投资者带来较大的投资收益。[7] 分析师通过发

布乐观的研究报告将市场资金导向机构持有的股票，可

能是取悦机构投资者并获取他们支持的最直接有效的方

式，意味着评选结果可能难以体现出分析师研究报告的

信息质量。因此，本文以我国《新财富》的“最佳分析师”

明星榜单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分析师有选择的乐观性是

否构成了进入这一明星榜单的关键条件，为评价这一关

系到分析师声誉激励机制的合理性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以 2003-2015 年分析师对 A 股上市公司出具

的研报数据为研究样本，以机构投资者与分析师所属券

商分仓情况来度量机构投资者与分析师的关联关系，基

于《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机制，考察分析师有选择

性的乐观程度与其获取声誉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

对关联机构重仓持有的股票评级的乐观程度与其获选明

星分析师的概率显著正相关，这一现象在机构投资者与

分析师利益关联程度更高的情况下表现更为显著。进一

步研究发现，分析师整体的乐观程度与入选明星概率显

著正相关，与非关联股票相比，分析师对关联股票的乐

观评级对其入选明星的正向作用更大 ；分析师在获取明

星声誉后，仍未向市场提供质量更高的研究报告，反而

继续为关联机构的重仓股出具较乐观的评级 ；明星分析

师对跟踪组合中的非关联机构持有股票也提供了比一般

分析师质量更差的研究报告。

本文的主要贡献 ：第一，现有研究已发现分析师与

机构投资者存在一定利益关联的证据，[7,8] 本文基于这一

利益关联视角，在吴偎立等 [4] 研究基础上控制了分析师

的曝光率和券商知名度等因素，找到了影响分析师能否

进入明星榜单的关键因素，从明星分析师评选机制有效

性的角度揭示了我国分析师行业声誉激励机制的扭曲。

第二，已有关于分析师乐观性的文献主要将研究重点放

在分析师出于券商业务部门的压力或取悦上市公司管理

层的目的而发布乐观研究报告的现象上，[8-17] 但鲜有文

献给出分析师个人因发布乐观研究报告而获利的直接证

据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分析师提供乐观有偏的信

息在短期内非但不会损害分析师的声誉，反而能够加大

其获取这一声誉的可能性，构成了分析师提供乐观研报

的声誉激励，并且这种乐观性在上榜后较长一段时间内

也持续存在。本文从声誉获取的角度发现，在这种机

构投资者主导下的分析师评价机制可能加剧分析师的乐

观性，证实了分析师具有发布乐观评级的私利动机。

一、文献述评

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已有大量经

验研究证明其通过提供增量信息和投资价值提升了资本

市场的运行效率。[18-24] 然而现实中分析师的独立性很容

易被干扰，分析师普遍存在的乐观倾向也使其备受争

议。对于分析师乐观倾向产生的原因，已有文献主要从

两方面给出了解释 ：为了取悦上市公司管理层以获得内

幕消息，[8,17,25-27] 为所属券商业务部门带来更多收入。[9-14] 

F i r t h 等、[15]G u 等 [16] 从机构投资者角度考察分仓佣金

压力对分析师的影响发现，机构投资者在券商占有交易

席位时，其重仓持有股票的投资收益能够给券商带来分

仓佣金，因此机构投资者通过券商对其旗下的分析师施

加压力以发布乐观的研究报告。此外，机构投资者手上

还掌握着影响分析师能否入选明星榜单的投票权，说明

分析师自身也存在较强的自利动机来维持与机构投资者

的良好关系。现有研究大多立足于分析师所属的券商或

上市公司的利益视角，而普遍忽视了分析师个人层面更

为直接的利益关系。

相对而言，深入探讨分析师声誉形成机制有效性问

题的研究较少。部分研究验证了分析师研报的信息质量

与获选明星分析师概率的关系，但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

论 ：如 Jack son [28] 和 St ickel [5] 分别利用澳大利亚和美国

的分析师数据研究发现，更准确的盈余预测能够提高分

析师获选明星分析师的概率 ；而 E m e r y 等 [29] 则用美国

的分析师数据发现，盈余预测质量与获选明星分析师的

概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基于中国的《新财富》对

明星分析师评选的数据，吴偎立等 [4] 发现，明星分析师

在评选前的信息质量与非明星分析师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是符合“有限关注”假说，即在分析师评选人数较多

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主要是基于分析师已有的知名度

和曝光率来投票。但是，由于明星分析师的评选结果对

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双方都很重要，在机构投资者与分

析师存在巨大利益关联的现实情况下，明星分析师的当

选除了依靠“知名度”外，背后很可能隐含着较强的经

济利益动机，即可能还存在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因此，

有必要从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利益关联的角度进一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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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我国分析师的声誉形成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明星分析师评选结果作为分析师声誉激励机制的

具体表现形式，其本身的有效性取决于分析师是否凭借

向市场传递了高质量信息而在这一评选中胜出。然而相

关研究表明，分析师研究报告的信息质量并未对其入选

明星分析师发挥显著作用。[4,29] 也就是说，信息质量并

不是机构投资者评价分析师的重要指标，那么机构投资

者在明星分析师评选中的投票动机来源于何处？机构投

资者是券商的重要客户，也是券商利润的最重要来源。②

根据我国《证券法》相关规定，作为非会员单位的基金

等机构投资者，必须通过租用券商处设立的席位在证券

市场上交易，这为机构投资者与券商旗下的分析师创造

了利益交换的可能。

分析师发布的研究报告能够显著影响上市公司股价

的走势，被出具乐观评级意见的股票很可能受到市场的

追捧，从而刺激交易量并推高上市公司股价。[13,30,31] 这

样一来，分析师对关联机构投资者重仓持有股票出具乐

观的评级意见，能够给机构投资者带来较高的投资收

益，给其所属券商带来更多分仓佣金，分析师个人也因

货币收入与其能够带来的佣金收入直接挂钩而受益。[32]

对分析师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其获取明星声誉的重

要投票权掌握在机构投资者手中。机构投资者的收益主

要取决于所持有股票，特别是重仓持有股票的投资收益。

在我国卖空机制收益模式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当重仓股

有较好的市场表现时给机构投资者带来的收益更大。[7] 

市场中对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基金等机构的评级是基于净

值增长率，而在基金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这种市场评

级结果是影响其在众多基金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33]

对于基金经理而言，对其业绩的衡量通常以持有股票组

合的净值收益率为标准，管理费用的收取也与净值收益

率直接相关。[17] 因此，分析师通过对关联机构投资者重

仓持有的股票发布乐观的评级报告，以维持其所持股票股

价的高水平，无疑是取悦机构投资者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已有研究表明，与一般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的

研究报告对股价的影响更大。[23,34-36] 分析师的明星声誉

能够强化其引导市场资金的能力。这就意味着，选择谁

成为明星分析师对机构投资者而言也非常重要，他们很

难做到客观中立，更可能投票给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分析

师，尤其是那些过去已经给他们带来更多投资收益的分

析师。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的

利益关联图（如图 1），较直观地描述分析师与机构投资

者利益交换的互动过程。图 1 中，分析师对关联机构重

仓持有股票的乐观评级，能够给机构投资者带来较大的

收益，这种收益包括投资收益和市场评级两方面。而机

构投资者通过佣金分仓和对明星分析师的投票权，能够

同时影响分析师的货币收入和声誉获取 ；同时，分析师

在获取明星分析师的声誉后能够更大程度地引导证券市

场的资金流向，强化其给机构投资者带来收益的能力。

我们推测，分析师对与其有利益关联关系的机构投资者

重仓持有的股票评级越乐观，越可能被选入明星分析师。

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

H1 ：分析师对关联机构投资者重仓持有股票的投

资评级越乐观，其入选明星分析师榜单的概率就越大

正如前文所述，机构投资者更可能将手中的明星选

票投给能够为其带来收益的分析师，而在现实中，与分

析师存在利益关联的机构可能有几个甚至几十个，分析

师难以对所有关联机构的重仓股票一视同仁， [16] 且不同

利益关联程度的股票给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带来的收

益也不同。因此，在考虑是否对某只股票发布乐观研报

以换取机构投资者的支持时，分析师会权衡对哪些股票

的乐观意见更容易取悦机构投资者。

一般而言，机构对股票的重仓程度往往体现了该股

票对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性，即使同为机构投资者的重仓

股，重仓程度更高股票的高股价能够给机构整体业绩或

净值收益率带来的贡献显然更大，此时分析师乐观研报

对机构的重要性更大，即分析师与机构之间的利益关联

程度更高。当股票被更多的机构重仓持有时，分析师对

其出具的乐观研究报告能够使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受益 ；

特别当这些机构重仓持股的比重越大时，该股票对机构

自身收益的影响也越大。这就意味着分析师对机构重仓

程度更高的股票出具乐观研究报告，带来的受益机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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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更多，收益也更大，从而也更能提高其在明星分析

师评选时获得机构投资者支持的概率。

机构投资者向券商租用席位交付的分仓佣金是直

接维系机构投资者与分析师之间利益关系的桥梁。Fi r th

等、[15]G u 等 [16] 的研究发现，当分仓佣金越大时，分析

师对关联机构重仓持有股票出具的评级意见越乐观。一

方面，机构的分仓佣金能够增加分析师个人的货币收入，

加大了分析师对高分仓佣金的机构重仓持有股票出具乐

观意见的动机 ；另一方面，较高水平的分仓佣金也体现

了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联程度，更加确保

分析师在入选明星榜单后能够继续为机构投资者的利

益服务，所以机构投资者也更愿意支持这部分利益关联

更为紧密的分析师入选明星。综上所述，只有当分析师

的乐观研报给机构带来的收益足够大，或者说当分析师

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联程度足够紧密时，乐观的

分析师才更可能获得机构投资者的明星选票。因此，基

于假设 1 我们预期，当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

关联程度越高时，分析师对关联机构重仓股票评级的乐

观程度与其进入明星榜单概率的正相关关系将更为显著。

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

H2 ：当分析师与关联机构的利益关联程度更高时，

分析师对关联机构重仓股票的乐观程度与其入选明星榜

单概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03-2015 年，《新财富》杂志共已推出 13 份“最

佳分析师”的明星榜单，因此，本文将 2003-2015 年作

为样本区间，选取对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投资评级和盈

余预测的所有分析师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对于初始样本，

我们进行了如下处理 ：（1）剔除了分析师姓名和研究报

告数据缺失的样本 ；（2）由于《新财富》举办的“最佳

分析师”评选活动的投票一般于当年 10 月开始并于 10

月底截止，为了保证分析师当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对机构

投资者投票具有参考意义，我们仅保留每年 1 月 1 日 -10

月 31 日（投票截止前）的分析师评级数据 ；（3）剔除了

上市公司属于金融保险行业的样本 ；（4）剔除了计算相

关变量时所需数据缺失的样本。经此处理后，本文共

得到 8486 个分析师年度观测值。

《新财富》杂志每年的“最佳分析师”评选是按行

业分别评选前五名或前三名的个人分析师或研究团队，

本文将每年在评选中排进各行业前五名的分析师定义为

明星分析师，以研究团队作为评选单位的，则将研究团

队内的所有分析师认定为明星分析师。表 1 对这一明星

榜单评选情况进行了分年度统计，可以看出每年上榜的

分析师人数有递增的趋势，反映了证券市场上分析师队

伍的壮大，也能反映出《新财富》明星榜单在业内的影

响力在逐渐扩大。

另外，在判断分析师是否与机构和跟踪股票存在

利益关联时，与现有研究一致，[15,16,37] 我们只考虑基金

每季度的前十大重仓股。③若分析师所属券商在当年从

基金公司收到了分仓佣金，则认为该分析师与这一基金

存在利益关联，此时这一基金前十大重仓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票则为该分析师的关联机构重仓持有的股票（简称

为“分析师的关联股票”）。本文的基金分仓佣金数据、

基金季度的前十大重仓股数据和券商营业收入的数据

都来自 W I N D 数据库，分析师数据和公司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

表1  《新财富》的明星分析师榜单情况

上榜分析师的年度分布

年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上榜人数 68 27 123 92 157 258 260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榜人数 280 302 359 380 459 375

2. 检验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验证假设 1，本文构建 Logist ic 模型（1）如下：

Star=α0+β1Related_Rec+β2Error+β3Reports+β4Follow

+β5Exper+β6Exper2+β7Brokersize+β8BrokerRev

+β9Firmsize+β10BuyRatio+β11Inst+β12Risk

+β13StarNum+β14NA+ΣYear+ε （1）
被解释变量 S t a r 为虚拟变量，表示分析师在当年

是否被《新财富》杂志评选为明星分析师，是为 1，否

则为 0。主要考察变量 R e l a t e d _ R e c 为分析师对关联机

构重仓持有股票的乐观评级程度，分别采用以下两种

方法度量 ：（1）R e l a t e d _ R e c1 表示分析师在当年对关

联股票发布的乐观评级数占其当年发布的所有评级数

的比例 ；（2）Rel a t e d _ Re c2 为虚拟变量，分析师在当年

对关联股票有发布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

中，在判断分析师 i 对股票 j 的评级是否乐观时，借鉴

H o n g 等 [38] 的研究，首先对分析师 i 对股票 j 出具的标

准评级意见“买入”“增持”“中性”“减持”“卖出”，

分别赋值评级分数 5、4、3、2、1，并得到分析师 i 在

t 年对股票 j 出具评级意见的平均评级分数 S c o r e i , j , t ；其

次，计算对分析师 i 来说股票 j 在 t 年的平均一致评级

分数 C o n s e n s u s i , j , t，等于除分析师 i 以外的所有分析师

在 t 年对股票 j 平均评级分数的平均值。若分析师 i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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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j 的平均评级分数 S c o r e i , j , t 大于平均一致评级分数

Consensusi, j , t，则认为这一评级意见是偏乐观的。

控制变量方面。首先计算年盈余预测误差（Er ror），

等于分析师当年发布的所有盈余预测的误差平均值，该

指标用于度量分析师的信息质量 ：分析师的年盈余预

测误差（E r r o r）越小，表示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准确度

越大，其信息质量越高。[39] 其次，借鉴相关文献选取

其他控制变量 ：[4,29] 第一，从分析师特征来说，分析师

的研究精力、姓名曝光度、从业时间、过去的上榜情况

都可能影响分析师的上榜概率，因此控制了分析师发布

研报数量（Re p or t s）、跟踪股票数量（Fol low）、从业经

验（E x p e r）和过去上榜次数（S t a r N u m），另外考虑到

从业经验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4] 所以也控制了从业

经验的平方（E x p e r2）；此外还控制了分析师发布买入评

级的比例（B u yR a t io）和分析师的激进程度（R i s k）。第

二，从券商特征来说，分析师所属券商规模越大，可供

利用的资源越多，其行业影响力和市场地位都可能提高

分析师上榜的可能性，因此控制了券商旗下分析师人数

（Brokersize）和券商营业收入排名（BrokerRev）。第三，

从跟踪股票特征来说，分析师跟踪股票的规模和机构

持股都会影响机构投资者的关注度，因此控制了分析师

跟踪股票的平均规模（F i r m s i z e）和平均机构持股比例

（I n s t）。最后，我们还控制了当年的分析师总人数（NA）

的倒数和年度因素。

针对假设 2，我们构建了 Logistic 模型（2）和模型（3）：

Star=α0+β1H_Coms+β2L_Coms+β3Error+β4Reports

+β5Follow+β6Exper+β7Exper2+β8Brokersize

+β9BrokerRev+β10Firmsize+β11BuyRatio+β12Inst

+β13Risk+β14StarNum+β15NA+ΣYear+ε （2）
Star=α0+β1H_Hold+β2L_Hold+β3Error+β4Reports

+β5Follow+β6Exper+β7Exper2+β8Brokersize

+β9BrokerRev+β10Firmsize+β11BuyRatio+β12Inst

+β13Risk+β14StarNum+β15NA+ΣYear+ε  （3）
被解释变量 S t a r 定义同前。我们分别以佣金分仓

和机构重仓比例度量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

联程度。在模型（2）中，首先每年按照分析师所属券商

收到的机构分仓佣金的中位数对分析师与关联股票的关

系分组 ：若分析师所属券商当年收到机构的分仓佣金大

于中位数，则将分析师与该机构重仓股票的关联关系划

为高佣金组，否则划为低佣金组。据此分别对模型（1）

中分析师对关联股票的乐观程度变量 R e l a t e d _ R e c1 和

Related_Rec2 进行细分，得到模型（2）的两组解释变量：

（1）H _ C o m s1 表示分析师当年对高佣金组关联股票的

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数的比例 ；L _C om s1 表示分析

师当年对低佣金组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

数的比例。（2）H_Coms2 是虚拟变量，分析师当年对高

佣金组关联股票发布了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

L _ C o m s2 是虚拟变量，分析师当年对低佣金组关联股

票发布了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在模型（3）中，我们首先用两种方式来度量机构

重仓程度 ：（1）重仓持股的机构数（H o l d N u m），等于

当年重仓持有股票的关联机构的数量 ；若股票重仓持

股的机构数大于分析师当年所有关联股票对应的中位

数，则将分析师与该重仓股票的关联关系划为高重仓

机构数组，否则划为低重仓机构数组。（2）重仓持股

市值比（H o l d Va l），等于当年股票被所有关联机构重仓

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机构总净值的比例之和 ；若股票的

重仓持股市值比大于分析师当年所有关联股票对应的中

位数，则将分析师与该重仓股票的关联关系划为高重

仓持股市值比例组，否则划为低重仓持股市值比例组。

其次，我们据此分别对 R e l a t e d _ R e c1 和 R e l a t e d _ R e c2

进行细分，得到模型（3）的四组解释变量 ：（1）H _

H o l d N u m1、L _ H o l d N u m1 表示分析师当年对高、低重

仓机构数量组的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数

的比例 ；L _ H o l d N u m1 表示分析师当年对低重仓机构数

量组的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数的比例。

（2）H _ H o l d Va l1 表示分析师当年对高重仓持股市值比

例组的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数的比例 ；

L_HoldVal1 表示分析师当年对低重仓持股市值比例组的

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数的比例。（3）H _

H o l d N u m2 是虚拟变量，分析师当年对高重仓机构数量

组的关联股票发布过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

L _ Hold Nu m2 是虚拟变量，分析师当年对低重仓机构数

量组的关联股票发布过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4）H _ H o l d Va l2 是虚拟变量，分析师当年对高重仓持

股市值比例组的关联股票发布过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

否则为 0 ；L _HoldVal2 是虚拟变量，分析师当年对低重

仓持股市值比例组的关联股票发布过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模型（2）和模型（3）的控制变量与前文

一致。以上各模型的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2。

四、实证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表 3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Star 的均值为 0.175，

表明本文的样本中有 17.5% 的明星分析师。我们按照是

否明星分析师分组比较各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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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定义表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因变量 Star 虚拟变量，分析师在 t 年被评为《新财富》明星分析师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考察
变量

Related_Rec1
连续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关联股票发布的乐观评级数占发布评级总数的比例。其中，若分析师 i 对股票 j 的平均评级分数大于除分析师 i 以外其他所有分析
师对股票 j 的一致评级分数，则认为分析师 i 对股票 j 的评级意见是偏乐观的 

Related_Rec2
虚拟变量，分析师在 t 年有对关联股票发布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中，若分析师 i 对股票 j 的平均评级分数大于除分析师 i 以外其他所有分析师
对股票 j 的一致评级分数，则认为分析师 i 对股票 j 的评级意见是偏乐观的

H_Coms1
连续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高佣金组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数的比例。其中，若分析师所属券商当年收到的机构分仓佣金大于券商当年收到佣
金的中位数时，则分析师与该机构重仓股票的关联关系为高佣金组

L_Coms1
连续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低佣金组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数的比例。其中，若分析师所属券商当年收到的机构分仓佣金小于或等于券商当年
收到佣金的中位数，则分析师与该机构重仓股票的关联关系为低佣金组

H_Coms2
虚拟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高佣金组的关联股票发布了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中，若分析师所属券商当年收到的机构分仓佣金大于券商当年收到
佣金的中位数，则分析师与该机构重仓股票的关联关系为高佣金组

L_Coms2
虚拟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低佣金组的关联股票发布了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中，若分析师所属券商当年收到的机构分仓佣金小于或等于券商当
年收到佣金的中位数，则分析师与该机构重仓股票的关联关系为低佣金组

H_HoldNum1
连续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高重仓机构数组的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数的比例。其中，若股票的重仓持股机构数大于分析师所有关联股票的重
仓持股机构数中位数，则分析师与该股票的关联关系为高重仓机构数组；重仓持股机构数等于当年重仓持有股票的所有关联机构的数量

L_HoldNum1
连续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低重仓机构数组的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数的比例。其中，若股票的重仓持股机构数小于或等于分析师所有关联股
票的重仓持股机构数中位数，则分析师与该股票的关联关系为低重仓机构数组；重仓持股机构数等于当年重仓持有股票的所有关联机构的数量

H_HoldVal1
连续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高重仓持股市值比组的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数的比例。其中，若股票的重仓持股市值比之和大于分析师所有关联
股票的重仓持股市值比之和的中位数，则分析师与该股票的关联关系为高重仓持股市值比组；重仓持股市值比等于机构重仓持有股票市值占该机构总净值比

L_HoldVal1
连续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低重仓持股市值比组的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数占当年评级总数的比例。其中，若股票的重仓持股市值比之和小于或等于所有关联
股票的重仓持股市值比之和的中位数，则分析师与该股票的关联关系为低重仓持股市值比组；重仓持股市值比等于机构重仓持有股票市值占该机构总净值比

H_HoldNum2
虚拟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高重仓机构数组的关联股票有发布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中，若股票的重仓持股机构数大于分析师所有关联股票的重
仓持股机构数中位数，则分析师与该股票的关联关系为高重仓机构数组；重仓持股机构数等于当年重仓持有股票的所有关联机构的数量

L_HoldNum2
虚拟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低重仓机构数组的关联股票有发布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中，若股票的重仓持股机构数小于或等于分析师所有关联股
票的重仓持股机构数中位数，则分析师与该股票的关联关系为低重仓机构数组；重仓持股机构数等于当年重仓持有股票的所有关联机构的数量

H_HoldVal2
虚拟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高重仓持股市值比组的关联股票有发布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中，若股票的重仓持股市值比之和大于分析师所有关联
股票的重仓持股市值比之和的中位数，则分析师与该股票的关联关系为高重仓持股市值比组；重仓持股市值比等于机构重仓持有股票市值占该机构总净值比

L_HoldVal2
虚拟变量，分析师在 t 年对低重仓持股市值比组关联股票有发布乐观评级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中，若股票的重仓持股市值比之和小于或等于所有关联股
票的重仓持股市值比之和的中位数，则分析师与该股票的关联关系为低重仓持股市值比组；重仓持股市值比等于机构重仓持有股票市值占该机构总净值比

控制
变量

Error
分析师在 t 年的盈余预测误差平均值。其中，分析师 i 在 t 年对股票 j 的盈余预测误差 = | 分析师 i 在 t 年对股票 j 最新的 EPS 预测值 - 股票 j 在 t 年的 EPS 实
际值 | / 股票 j 在预测日前一个交易日的股价

Reports 分析师在 t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数量取自然对数

Follow 分析师在 t 年跟踪的股票数量取自然对数

Exper 分析师在 t 年的从业经验。其中，将分析师首次发布研报的年份记为从业第一年

Exper2 分析师在 t 年的从业经验的平方

BuyRatio 分析师在 t 年发布“买入”评级意见的数量占当年发布评级总数的比例

Risk 分析师在 t 年跟踪股票组合经行业调整后的平均贝塔值

StarNum 分析师在 t 年之前获选明星分析师的次数

Brokersize 分析师在 t 年所属券商旗下的所有分析师的人数取自然对数

BrokerRev
分析师在 t 年所属券商的营业收入在 t 年的排名。我们根据营业收入对 t 年的所有券商进行排名，赋值 1-10，10 表示券商的营业收入最高，1 表示券商的营业
收入最低

Firmsize 分析师在 t 年跟踪公司的平均规模。其中，公司规模等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Inst 分析师在 t 年跟踪公司的平均机构持股比例。其中，机构持股比例等于机构持股数 / 公司流通股股数

NA t 年发布了研究报告的分析师总人数的倒数

已有研究一致，[4,29] 明星分析师的活跃程度和曝光率都

显著大于非明星分析师，并且其所属券商的市场地位更

高。具体来说，明星分析师发布研报数量（Repor ts）、跟

踪公司数量（Follow）、发布买入评级比例（BuyRatio）都

显著高于非明星分析师，明星分析师所在券商的规模人

数（Brokersize）和营业收入（BrokerRev）也显著大于非

明星分析师所属的券商；明星分析师的从业经验也更长。

表 4 为主要变量的差异性检验，为了控制分析师过

去上榜经历的影响，这里仅考察首次上榜分析师在上

榜前后一年的差异。可以看出，明星分析师在上榜之前

对关联股票的乐观程度（Related _Rec1 和 Related _Rec2）

要高于未获选明星的分析师，且这一差异在统计上显

著（p <0.01）；但明星分析师在上榜之前的盈余预测误差

（Er ror）并没有比非明星分析师表现更低。综合表 3 和表

4 可以看出，分析师研报的信息质量并未对其入选明星发

挥显著作用，而对关联机构重仓持有股票偏乐观的评级，

能够提高其入选明星榜单的概率，初步验证了假设 1。

2. 分析师对关联股票乐观程度与上榜概率

表 5 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首先见回归 1

和回归 2，分析师对关联股票乐观程度（R e l a t e d _ R e c1

和 R e l a t e d _ R e c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 <0.01），表

明分析师对关联机构重仓持有股票的乐观评级程度越

高，其入选明星榜单的可能性就越大 ；进一步地，考虑

到分析师进入明星榜单存在着首次上榜和曾经上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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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均值T
检验

中位数
Wilcoxon
秩和检验

全样
本

Star
=1

Star
=0 (2)-(3)

全样
本

Star
=1

Star
=0 (5)-(6)

(1) (2) (3) (4) (5) (6)
Star 0.175 0.000

Related_Rec1 0.329 0.424 0.309 0.115*** 0.286 0.433 0.250 0.183***

Related_
Rec2

0.765 0.902 0.735 0.167*** 1.000 1.000 1.000 0.000***

H_Coms1 0.181 0.232 0.170 0.062*** 0.198 0.200 0.091 0.109***

L_Coms1 0.148 0.191 0.139 0.052*** 0.100 0.167 0.083 0.084***

H_Coms2 0.618 0.778 0.584 0.194*** 1.000 1.000 1.000 0.000***

L_Coms2 0.617 0.783 0.581 0.202*** 1.000 1.000 1.000 0.000***

H_
HoldNum1

0.510 0.620 0.487 0.133*** 0.531 0.640 0.500 0.140***

L_HoldNum1 0.144 0.155 0.141 0.049*** 0.071 0.101 0.059 0.042***

H_HoldVal1 0.461 0.560 0.440 0.120*** 0.462 0.566 0.429 0.143***

L_HoldVal1 0.193 0.215 0.188 0.027*** 0.167 0.200 0.166 0.034***

H_
HoldNum2

0.905 0.982 0.889 0.093*** 1.000 1.000 1.000 0.000***

L_HoldNum2 0.578 0.731 0.545 0.186*** 1.000 1.000 1.000 0.000***

H_HoldVal2 0.882 0.977 0.862 0.115*** 1.000 1.000 1.000 0.000***

L_HoldVal2 0.737 0.856 0.712 0.144*** 1.000 1.000 1.000 0.000***

Error 0.013 0.013 0.013 0.000 0.010 0.011 0.010 0.001***

Reports 2.915 3.616 2.766 0.850*** 3.045 3.761 2.890 0.871***

Follow 2.317 2.770 2.220 0.550*** 2.485 2.833 2.303 0.530***

BuyRatio 0.375 0.431 0.364 0.067*** 0.333 0.444 0.300 0.144***

Exper 1.483 2.085 1.356 0.729*** 1.000 1.000 0.000 1.000***

Brokersize 3.657 4.054 3.573 0.481*** 3.761 4.025 3.689 0.336***

BrokerRev 5.330 7.413 4.887 2.526*** 5.000 8.000 5.000 3.000***

Firmsize 23.511 23.717 23.467 0.250*** 23.119 23.381 23.058 0.323***

Inst 0.095 0.096 0.095 0.001 0.081 0.082 0.080 0.002***

Risk 1.047 1.050 1.046 0.004 1.054 1.056 1.054 0.002

StarNum 0.245 1.064 0.071 0.993*** 0.000 1.000 0.000 1.000***

Obs 8486 1344 7142 8486 1344 7142

注 ：均值 T 检验列中的数字对应为 t 值，Wilcoxon 秩和检验列中的数字对应为 Z 值 ；***、**、
* 分别表示 0.01、0.05、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表4  分析师上榜前一年表现的差异性检验

变量
均值 均值T

检验
（1）-（2）

中位数 Wilcoxon
秩和检验
（3）-（4）

Star=1
（1）

Star=0
（2）

Star=1
（3）

Star=0
（4）

Related_Rec1 0.342 0.297 0.045***
（3.047） 0.300 0.231 0.069***

（3.419）

Related_Rec2 0.790 0.718 0.072***
（4.496） 1.000 1.000 0.000***

（3.143）

Error 0.012 0.013 -0.001
（-0.535） 0.010 0.010 0.000

（0.747）

差异，④我们对其进行了分样本回归。见回归 3-6，除  

回归 6 外，分析师对关联股票评级乐观程度（R e l a t e d _

Re c1 和 Rel a t e d _ Re c2）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p <0.01

或 p <0.05），说明无论是首次上榜还是曾经上榜过的分

析师，对关联股票较高的乐观评级程度都能够加大分

析师在明星榜单上榜的可能性。另外，分析师发布的

研报数量（R e p o r t s）、分析师所属券商的规模和市场地

位（Brokersize 和 BrokerRev）以及分析师过去上榜次数

（StarNum）等代表分析师曝光度和知名度的变量均基本

显著为正（p <0.01 或 p <0.05），表明分析师拥有的曝光

表5  分析师对关联股票的乐观程度与获选明星概率

变量

因变量：Stari,t=1

全样本 首次上榜 曾经上榜过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回归6

Related_Rec1
0.963*** 0.986*** 1.090**

(4.436) (3.792) (2.302)

Related_Rec2
0.385*** 0.527*** 0.291

(3.222) (3.924) (1.127)

Error
-3.656 -5.138 1.622 0.297 -13.490* -14.870**

(-0.885) (-1.250) (0.333) (0.062) (-1.786) (-2.008)

Reports
1.010*** 1.040*** 0.984*** 0.927*** 1.122*** 1.288***

(9.748) (10.134) (8.015) (7.182) (5.287) (5.851)

Follow
-0.597*** -0.689*** -0.591*** -0.742*** -0.781*** -0.873***

(-4.829) (-5.662) (-4.042) (-5.256) (-2.977) (-3.355)

Exper
0.125* 0.120* -0.139 -0.157 0.028 0.009

(1.756) (1.693) (-1.390) (-1.590) (0.255) (0.080)

Exper2
-0.103*** -0.102*** -0.015 -0.011 -0.081*** -0.079***

(-5.905) (-5.821) (-0.580) (-0.450) (-4.064) (-3.944)

Brokersize
0.712*** 0.705*** 0.656*** 0.641*** -0.094 -0.110

(6.745) (6.704) (5.234) (5.112) (-0.307) (-0.354)

BrokerRev
0.204*** 0.214*** 0.261*** 0.272*** 0.091** 0.102***

(9.908) (10.422) (10.145) (10.512) (2.313) (2.613)

Firmsize
0.014 0.033 0.032 0.046* -0.038 -0.019

(0.642) (1.491) (1.186) (1.772) (-0.834) (-0.451)

BuyRatio
-0.056 0.411*** 0.078 0.010*** -0.862** -0.008**

(-0.309) (3.384) (0.360) (3.094) (-2.253) (-2.149)

Inst
-0.381 -0.111 -1.014 -0.694 1.384 1.773

(-0.492) (-0.145) (-1.046) (-0.745) (0.848) (1.085)

Risk
0.161 0.151 -0.067 -0.069 0.637 0.620

(0.690) (0.641) (-0.240) (-0.244) (1.394) (1.355)

StarNum
1.450*** 1.457*** 1.171*** 1.182***

(16.700) (16.816) (11.619) (11.739)

NA
1951*** 1985*** 1891*** 1778*** 1750*** 1839***

(6.750) (6.745) (6.298) (5.840) (3.754) (3.989)

Constant
-9.841*** -10.317*** -10.006*** -9.885*** -4.159** -4.928***

(-13.855) (-14.626) (-11.885) (-12.110) (-2.448) (-2.946)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8486 8486 7142 7142 1344 1344

Pseudo_R2 0.345 0.343 0.200 0.198 0.288 0.287

注 ：表格内的数字上面为估计的系数，下面表示经过 Robust Standard Error 修正后的 Z 统计量，
下同

度和知名度对其入选明星榜单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这一结果与吴偎立等 [4] 的研究结果一致。另外值得注意

的是，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E r r o r）只有在回归 5 和回

归 6 中显著为负（p <0.1 或 p <0.05），说明分析师盈余预

测质量对其能否入选明星榜单概率的影响较弱，特别是

对从未上榜过的分析师首次入选难以发挥正向影响 ；而

对于曾经上榜过的分析师，高质量的研究报告能够对其

再次上榜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分

析师对关联机构投资者重仓持有股票的乐观性能够提高

其获选明星分析师的概率。假设 1 得以验证。

3. 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利益关联程度的调节作用

表 6 报告了模型（2）-  （3）的回归结果。见回归 1 中，

分析师对高、低佣金组关联股票的乐观程度（H _ C o m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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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分析师对关联股票乐观程度与入选明星概率：
区分关联紧密程度

变量

因变量：Stari,t=1

Coms1 Coms2 HoldNum1 HoldNum2 HoldVal1 HoldVal2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回归6

H_Coms
0.962*** 0.195**

(4.942) (2.098)

L_Coms
0.090*** 0.104

(5.076) (1.018)

H_HoldNum
1.451*** 0.660***

(7.068) (2.800)

L_HoldNum
0.702*** 0.190**

(2.451) (2.102)

H_HoldVal
1.130*** 0.452**

(6.506) (2.354)

L_HoldVal
0.057*** -0.028

(3.920) (-0.255)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系数差异检验 0.872*** 0.091 0.749*** 0.470* 1.073*** 0.480**

Z Statistics 4.53 0.63 2.80 1.88 6.30 2.17

Obs 8486 8486 8486 8486 8486 8486

Pseudo_R2 0.343 0.344 0.346 0.341 0.345 0.340

注 ：系数差异检验用于检验高程度关联组（H_Coms，H_HoldNum 和 H_HoldVal）与对应低
程度关联组（L_Coms，L_HoldNum 和 L_HoldVal）的回归系数差异，其原假设是 ：高程度关
联组变量的回归系数—低程度关联组变量的回归系数 =0

和 L _ C o m s1）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p <0.01），但 H _

C o m s1 的回归系数大于 L _ C o m s1，且差异在统计上显

著 ；回归 2 中， H _ C o m s2 的回归系数仍大于 L _ C o m s2，

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但 H _ C o m s2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p <0.05），L _ C o m s2 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结果表

明，当机构给券商带来的分仓佣金越多时，分析师对关

联股票的乐观程度与其入选明星概率的正向关系更为显

著。回归 3-6 分析师对高程度重仓组关联股票的乐观

程度（H_Hold Nu m 和 H_HoldVal）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p <0.01 或 p <0.05），都大于分析师对低程度重仓组

关联股票的乐观程度（L _Hold Nu m 和 L _HoldVal）的回

归系数，且差异都显著。这表明，当机构对关联股票的

重仓程度越大时，分析师对关联股票的乐观程度与其入

选明星概率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假设 2 得以验证。

综合表 5 和表 6 的实证结果来看，分析师与机构投

资者之间的利益关联是影响分析师能否入选明星榜单的

重要因素，当二者利益关系更紧密时，这一现象更为明

显。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在控制分析师活跃

程度、已有知名度和券商市场地位等之后，分析师对关

联股票的乐观程度仍然对其获选明星分析师有较大的正

向作用。表明《新财富》主办的这一由机构投资者主导

的分析师评价体系，难以有效激励分析师提高研报质量，

反而加深了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的利益关联程度，也加

强了分析师为获取声誉的乐观倾向，严重干扰了的分析

师独立性，反映出我国分析师行业外部声誉激励机制的

扭曲。

4. 明星分析师上榜后的表现

前文从《新财富》明星分析师评选的事前出发，考

察影响分析师入选明星榜单的重要因素，检验了分析师

明星声誉形成的有效性问题。但在评选前未提供高质量

研报的分析师，可能在入选后出于维护声誉的考虑改善

其研报信息质量，因此，若明星分析师评选结果能够激

励已上榜分析师更好表现，也能从侧面印证评选机制的

有效性。我们分别以未来一年和未来三年的分析师对关

联股票评级的乐观程度（R e l a t e d _ R e c1）和盈余预测误

差（E r r o r）作为被解释变量来作为上榜后表现的代理变

量，主要考察变量是明星分析师的虚拟变量（S t a r）；控

制变量定义与前文一致。

表7  明星分析师上榜后的未来表现

变量

Related_Rec1 Error

未来一年 未来三年 未来一年 未来三年 过去一年 过去三年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回归6

Star
0.042*** 0.053*** -0.000 0.001* 0.000 0.000

(3.991) (3.706) (-0.367) (1.951) (1.070) (0.517)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4657 1524 4657 1524 4665 1532

Pseudo_R2 0.137 0.142 0.159 0.183 0.179 0.141

注 ：本表的回归 5 和回归 6 同时考察了分析师在上榜前的盈余预测误差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见回归 1 和回归 2 中，明星

分析师变量（S t a r）均显著为正（p <0.01），表明与非明

星相比，明星分析师在上榜未来一年和三年内对关联股

票的乐观程度仍更高 ；见回归 3 中，S t a r 不再显著，甚

至在回归 4 中显著为正（p <0.1），说明分析师在成为明

星后其预测准确度也未提高。可以看出，明星分析师的

评选结果并不能激励其上榜后提供质量更高的研报，并

继续保持着对关联机构投资者的利益输送，一定程度上

印证了本文的推论。同时考虑到分析师的乐观并不完全

等同于其提供的信息质量不高，其乐观的原因可能是识

别出了本身就比较优质的上市公司。因此，我们还在表

7 中补充检验了分析师在上榜前一年和前三年的盈余预

测误差，见回归 5 和回归 6，明星分析师变量（St a r）的

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其在上榜前并没有提供更高的

盈余预测质量。

5. 进一步分析

（1）分析师整体乐观程度与上榜概率

前文直接从分析师与机构的利益关联出发，考察

分析师对关联股票的乐观意见对其入选明星榜单的概率

的影响。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中卖空机制尚不成熟，分析

师发布乐观看涨的研报才更有助于促成交易，[7] 在这种

情况下，是否更乐观的分析师更容易上榜？我们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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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整体乐观程度出发，同时考察对关联股票的乐观性

和对非关联股票的乐观性对上榜的影响。具体而言，我

们计算了分析师当年投资评级的整体乐观程度（R e c1），

等于分析师当年发布的乐观评级数占其发布评级总数的

比例，以及对非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程度（U n r e l a t e d _

R e c1），等于分析师在 t 年对非关联股票发布的乐观评

级数占发布评级总数的比例，并将其加入模型（1）中重

新回归。

表8  分析师整体乐观程度与上榜概率

Variables

因变量：Stari,t=1 

全样本 全样本 首次上榜 曾经上榜过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Rec1
0.901***

(4.230)

Related_Rec1
0.967*** 0.945*** 1.266**

(4.325) (3.558) (2.546)

Unrelated_Rec1
0.031 -0.010 0.215

(0.238) (-0.060) (0.779)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系数差异检验 - 0.936*** 0.955*** 1.051**

Z Statistics - 3.88 3.23 1.98

Obs 8486 8486 7142 1344

Pseudo_R2 0.294 0.198 0.343 0.339

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见回归 1 中，分析师的整体

乐观程度（R e c1）显著为正（p <0.01），表明分析师的

整体乐观程度越大，其获选明星的概率越高 ；而在回

归 2-4 中可看出，R e l a t e d _ R e c1 始终显著为正（p <0.01

或 p <0.05），而 Un r e l a t e d _ Re c1 都不显著，且 Rel a t e d _

Re c1 的回归系数始终大于 Un r e l a t e d _ Re c1 的回归系数，

差异大小在统计上始终显著（p <0.01 或 p <0.05），说明

分析师对关联股票评级的乐观程度对其上榜的积极作用

要大于对非关联股票评级的乐观程度。表 8 的回归结果

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分析师乐观性对其获取声誉的积极作

用，并且当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利益关联程度更紧密时，

即分析师对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能够更强化这一正向

作用。

（2）明星分析师的补偿声誉效应

前文探讨了机构投资者主导下分析师评价体系可能

难以反映其研究水平，但评选结果本身具有很强的广告

效应，明星分析师不但受到市场特别是散户投资者的

追捧，也更受到媒体的关注，多次失信于市场的明星分

析师的光环可能会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不复存在，那么

明星分析师是否会选择性地提供部分高质量的研究报

告来弥补其由于利益冲突而丧失的信誉呢？比如针对跟

踪组合中非关联的股票提供更高质量的研报，以弥补对

关联股票过度乐观而损失的声誉。我们采用分析师—公

司—年度结构的数据区分分析师跟踪的关联和非关联

股票，并构建模型（4）对这一问题进行检验。被解释

变量为盈余预测质量，用预测误差（E r r o r）和乐观偏

差（Bias）度量，Er ror 与前文计算一致 ；Bias i , j , t= ( EPS_

f i , j , t-E P S _ r i , j , t) / P j。其次，定义虚拟变量 R el a t e d，若分

析师当年的跟踪股票组合中存在关联股票，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仅选取分析师跟踪股票组合中非关联股票的

子样本，由此得到 ：Rela ted i , j , t =1 表示关联分析师 i 在 t

年对其跟踪组合中非关联股票 j 的盈余预测，Rela t ed i , j , t 

=0 表示非关联分析师 i 在 t 年对股票 j 的盈余预测。主

要考察变量为明星分析师变量（Star）与 Related 的交叉

项 Rel a t e d×St a r。控制变量还加入了预测日期与会计年

度结束日之间相差天数的自然对数（Hor izon）。[6,40]

Error/Bias=α0+β1Related+β2Star+β3Related×Star

+β4Horizon+β5Follow+β6Reports+β7Exper

+β8Exper2+β9Brokersize+β10BrokerRev

+β11Firmsize+β12Inst+β13Risk+ΣYear

+ΣIndustry+ε （4）

表9  明星分析师对跟踪组合中非关联股票的预测质量

变量
Error Bias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Related
0.003*** 0.003*** 0.003*** 0.003***

(11.34) (9.807) (7.443) (8.299)

Star
-0.001** -0.000

(-2.466) (-0.521)

Related×Star
0.002*** 0.002**

(2.802) (1.977)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59586 59586 59586 59586

Adj_R2 0.110 0.110 0.064 0.065

注 ：表格内的数字上面为估计的系数，下面表示经过分析师和年度两维 Cluster 修正后的 T 统计量

回归结果见表 9。首先，Rela t ed 的系数在回归 1 和

回归 3 中都显著为正（p<0.01），表明与一般分析师相比，

关联分析师对非关联股票的盈余预测误差更大，且预

测更偏乐观。这一结果进一步补充了 Fir th 等、[15]Gu 等 [16]

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与机构投资者关联的分析师为

关联股票发布了更乐观的评级意见，而我们发现关联分

析师对其跟踪组合中的非关联股票的信息质量也更差。

接着，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了 R e l a t e d 与明星分析师虚拟

变量（St a r）的交叉项后，发现交叉项 Rel a t e d×St a r 的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p <0.01 或 p <0.05），表示明星关

联分析师对非关联股票的盈余预测误差更大，乐观偏

差也更大。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反，明星分析师不

存在对非关联股票提供高质量研报来补偿其声誉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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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与非明星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对其跟踪组合中

的非关联股票提供了质量更差的盈余预测。

五、稳健性检验

1. 处理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影响

由于分析师本身一些未观测的特征，同时影响其

乐观程度和获选明星的概率。为了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

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对分析师对关联股票乐观程度

的变量选取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回归。考虑到分析师的

研报信息往往反映了较多的行业层面信息，[41] 因此，当

行业环境更好、景气度更高时，分析师也更倾向于发布

乐观的评级。但是，《新财富》对最佳分析师的评选是

分行业投票选出该行业内明星，也就是说，当行业较为

景气时，分析师更倾向于发布乐观的评级，但其获选明

星的概率在同行业内应不受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分析

师跟踪组合内的平均行业景气度（P r o s p e r i t y）作为分

析师对关联股票评级乐观程度（R e l a t e d _ R e c）的工具

变量。对工具变量的计算参照薛爽 [42] 的方法得到行业

景气度（P r o s p e r i t y），该指标越大说明该行业当年越景

气。表 10 报告了这一回归结果，回归 1 为工具变量第一

阶段的回归结果，行业景气度（Prosper i t y）确实与分析

师对关联股票的乐观程度（R e l a t e d _ R e c1）显著正相关

（p <0.01）；回归 2-4 的结果与前文一致，本文的主要结

论未发生变化，表明内生性没有影响到本文主要研究结

论的稳健。

表10  分析师对关联股票的乐观程度与上榜概率：
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

Variables

Related_Rec1 Star Star Star

全样本 全样本 首次上榜 曾经上榜过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Prosperity
1.280***

(6.144)

Related_Rec1
1.201*** 0.917*** 1.106*

(4.532) (3.077) (1.953)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7903 7903 6673 1230

Adj/Pseudo_R2 0.666 0.338 0.192 0.294

注：表格内的数字上面为估计的系数，下面表示经过 Robust Standard Error 修正后的Z 统计量 （回
归 1 中为修正后的 T 统计量）

我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通过 Logist ic 模型估算

出分析师对关联股票出具乐观评级的概率，经倾向值配

对法选出最有可能但实际上却未对关联股票出具乐观评

级的的分析师与实际上出具了乐观评级分析师配对，运

用这一匹配样本重新进行回归检验，以缓解潜在选择效

应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估算分析师对关联股票出具乐

观评级的概率时，我们控制了分析师的经验、性别、学

历等个人特征及所在券商特征等因素，采用最近邻匹配

（有放回）得到配对样本，根据配对样本重新对本文的

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11，可看出研究结论未

发生变化。

表11  分析师对关联股票的乐观程度与上榜概率：
倾向值配对样本回归

Variables

因变量：Stari,t=1 

全样本 首次上榜 曾经上榜过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Related_Rec1
1.382*** 2.316*** 3.056***

(10.255) (14.361) (3.279)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1080 8888 2192

Pseudo_R2 0.416 0.229 0.354

注 ：Z 值为经过 Robust Standard Error 修正后的 Z 统计量

2. 对变更券商的分析师的差异性检验

表12  分析师变更所属券商机构前后的差异性检验

Panel A:
第一种变更情况

Rec

变更的全样本 Star=1 Star=0

变更前
(不关联)

变更后
(关联)

变更前
(不关联)

变更后
(关联)

变更前
(不关联)

变更后
(关联)

均值 -0.020 0.056 -0.036 0.137 -0.012 0.002

均值 T 检验
（变更前 -变更后）：

-0.076***
（-3.425）

-0.173***
（-4.643）

-0.014
（-0.518）

中位数 0.000 0.000 0.000 0.129 0.000 0.000

Wilcoxon秩和检验
（变更前 -变更后）：

-0.000***
（-2.811）

-0.129***
（-4.319）

-0.000
（-0.335）

Panel B: 
第二种变更情况

Rec

变更的全样本 Star=1 Star=0
变更前
(关联)

变更后
(不关联)

变更前
(关联)

变更后
(不关联)

变更前
(关联)

变更后
(不关联)

均值 0.050 0.051 0.162 0.055 -0.026 0.049

均值 T 检验
（变更前 -变更后）：

-0.001
（-0.041）

0.107*
（1.657）

-0.075
（1.542）

中位数 0.000 0.000 0.000 0.154 0.000 -0.071

Wilcoxon秩和检验
（变更前 -变更后）：

0.000
（0.122）

0.154*
（1.688）

0.071
（1.362）

注 ：括号内均值 T 检验对应为 T 值，Wilcoxon 秩和检验对应为 Z 值

为了更直观地看到分析师与关联机构之间的利益输

送关系，使检验结果更加可靠，我们仅以发生过变更券

商工作单位的分析师为研究样本，检验由于工作变更导

致分析师与关联股票关联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对分析师

评级意见的影响。我们考察两种变更情况 ：其一，在分

析师变更券商单位之前的非关联股票，在变更后变为关

联股票 ；其二，在分析师变更券商之前的关联股票，在

变更后变为非关联股票。具体结果见表 12，P a n e l A 检

验了第一种变更情况，与变更前相比，分析师在变更后

对该股票出具了更乐观的评级意见，并且这种差异主

要来自明星分析师 ；P a n e l B 检验第二种变更情况发现，

分析师在变更前后对该股票评级意见的乐观程度平均未

表现出显著区别，但明星分析师对变更后关联关系不复

存在的股票降低了其评级意见的乐观程度。表 12 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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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明星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联程度

更强烈，从侧面印证了分析师与机构之间各取所需的利

益勾结是分析师取得明星声誉的重要原因。

3. 其他敏感性测试

前文在判断分析师对某只股票的评级意见是否乐

观时，通过比较分析师的评级分数是否大于平均一致评

级分数判定分析师是否相对更偏乐观，为了验证本文研

究结论的稳健性，参照相关文献的做法，[14,17,43] 在判断

分析师评级意见乐观与否时，将标准评级意见为“买入”

或“增持”的投资评级均视为乐观评级，在此基础上重

新计算了分析师对关联股票的乐观程度变量进行回归，

发现研究结论没有明显变化。

为了尽可能缓解本文研究结论受到反向因果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对主要考察变量采取滞后一期的处理，重

新进行了回归 ；另外，虽然理论上来说，每年的明星分

析师评选是针对当年 1-10 月这段期间内的分析师表现

进行投票，但不排除机构投资者在实际投票时参考的时

间跨度更长，因此，我们也计算了分析师过去三年的平均

表现重新回归，发现研究结论都没有变化。

六、研究结论

证券分析师是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明星分析

师评选机制作为分析师行业重要的激励机制，其有效性

不但关系着分析师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将最终影响整个

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本研究发现，分析师与机构投资

者相互之间的利益输送是分析师是否入选《新财富》“最

佳分析师”榜单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关联机构投资者重

仓持有股票评级的乐观程度越大，其进入明星分析师榜

单的概率就越大，并且这种现象在分析师与机构利益关

系更紧密的样本中表现更为显著 ；进一步地，分析师的

整体乐观水平提高了其进入明星榜单的概率，但分析师

对关联股票评级的乐观程度对其获选明星的影响要显著

大于对非关联股票评级的乐观程度的影响 ；另外，分析

师在进入明星榜单后，仍旧服务于关联机构投资者的利

益，继续保持对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而信息质量并未

得到提高 ；最后，我们还发现明星分析师对其跟踪组合

中非关联股票的研究表现也更差。

本文基于中国《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评选机制研

究了分析师有选择的乐观性与其声誉获取的关系，以此

探讨了我国分析师行业声誉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发现了

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利益勾结的直接证据。本文的研究

结论表明，我国分析师行业的声誉激励机制的扭曲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了分析师迎合机构投资者利益的动机，这

一结论对市场上投资者如何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明星分析

师的研究报告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既然具有更高声誉的

明星分析师的研究报告体现出更差的信息质量，广大中

小投资者不应该盲目迷信明星光环，被分析师的明星身

份欺骗而放松应有的警觉。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由

机构投资者主导下的分析师评价体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加

重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导致分

析师外部激励机制失效的同时，也破坏了证券市场的秩

序，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当明星分

析师不再是高研究水平分析师的代表，而演化为依靠关

系成名的“伪明星”，会严重制约我国证券市场的良性发

展。因此，未来如何建立更客观量化的分析师评价体系，

将是推动分析师行业健康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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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自 2003 年开始，《新财富》杂志每年采取向机构投资者发放问

卷的方式评选各大行业内的“最佳分析师”，评选活动开办至今

十余年来吸引了大量的证券参与者。2016 年评选活动中，共有

一千多家机构的四千多位投资者最终获得了投票权，这些机构

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保险等，其资产总规模合计达 35
万亿。见《新财富》杂志网站内“最佳分析师”的版块：http://
www.xcf.cn/zjfxs/。

② 根据 WIND 数据库对券商行业的统计数据，我们计算了2012-
2015 年我国券商总收入平均约有 45.2% 来自分仓佣金收入。

③ 本文以基金公司作为主要考察的机构投资者，主要基于两点考

虑：第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要求基金

每半年披露一次佣金分仓，每季度披露其资产配置情况及前

十大重仓股票信息，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实证数据；第二，作

为我国发展最早的机构投资者，基金的快速发展使其在资本

市场中影响力更大、更具代表性。另外，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也

更能影响基金公司的利益，受到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关注。

④ 已有研究发现，对于曾经获选明星的分析师再次参选和从未

获选明星的分析师首次评选来说，其评选概率存在明显差异。

如在 Emery 等 [29] 的研究中，在上一年评选为明星的分析师在

当年继续获选明星的样本占到 69.52% ；吴偎立等 [4] 的研究也

发现，评选明星分析师从无到有的难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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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Optimistic Analysts more Likely to Enter Star’s 
List: An Analysis of New Fortune’s Analysts Ranking 
Mechanism
 Lu Dong1, Xie Xuan2, Yang Dan3

1. School of Accounti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3.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best analyst selection activity held by New 

Fortune magazin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ptimism of sell-side analyst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analysts 

gaining star reputa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more optimistic 

analysts are in recommendations on stocks that are heavily held by 

relat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he more likely the analysts are to be 

elected as star analysts, and this observed relation is much more ob-

vious when the relat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ave a closer interest 

relationship with the analysts. 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analysts 

who are more optimistic as a whole are indeed more likely to enter 

the list of star analysts, but their optimistic recommendations on 

stocks that are heavily held by relat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lear-

ly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ir being elected as analyst stars. In 

addition, after entering the list of star analysts, analysts continue to 

issue more and more optimistic recommendations on stocks that are 

heavily held by relat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do not improve 

their information quality of research report. Moreover, compared to 

non star analysts, in their overall tracking portfolio the information 

quality of star analysts issued recommendations on stocks that are 

not heavily held by relat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s much worse. 

Therefore,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an-

alysts’ reputation evaluation mechanism led by 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the optimistic 

analyst research report. This selection mechanism, which is mainly 

led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ho have interest relations with ana-

lysts, will to some extent, warp the reputation incentive of analysts, 

thus reduces the information quality of research report provided by 

analysts. The distortion of reputation incentive system in analyst in-

dustry intensifies the motivation of analysts to cater to the interests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undermines the order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

Key Words  Analyst Optimism; Star Analyst; Institutional Inv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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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s’ Leverage Ratio, Leverage Transfer and Financial 
Mis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Ning Xueping1, Zhang Qingjun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 School of Finance,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ssues such as “distraction from the intended purpose of 

finance” and “high leverage” emerging during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ve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industry.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virtual capital caused by high leverage has 

also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financial risks. Moreover, there is 

an imbalan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physical 

enterprises. Those with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productively 

inefficient, leading to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

es allocation. The presence of financial misallocation therefore 

weakens the financial role of services in real economy.

Based on the situation, the Central Finance and Economic Commis-

sion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structural deleveraging. Under the eco-

nomic policy premise of maintaining a stable macro-leverage, the 

realization of structural deleveraging by sector and by debt typ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preventing and mitigating financial risks.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A-share listed firm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as s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logical rela-

tionship between leverage ratio, leverage transfer and financial mis-

allocation. Grouping by the indicators of firm size, ownership of na-

ture and firm heterogeneity reflects the mitigation effect of leverage 

transfer on financial misalloc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level of leverage exerts a non-linear effect on financial 

misallocation. When the leverage level is below the leverage thresh-

old, increasing the leverage can mitigate financial misallocation; 

while raising leverage can exacerbate financial misallocation when 

the threshold is exceed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nsfer of leverage 

from large firms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 from state-owned 

firms to private firms, from firms with low Tobin q values, low prof-

itability, and weak growth capability to those with high Tobin q val-

ues, high profitability and strong growth capability has a mitigation 

effect on financial misallocation to some extent. In accordance to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the policy suggestions proposed in the 

paper are: first, the reform on the mixed ownership of state-owned 

firms should be promoted; secondly, breaking the industry monopoly 

can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firms; thirdly, the financial 

reforms should be advanced including equity financing; finally, the 

supervis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suppress the fictitiousness and 

to promote the role of finance to serve real economy.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have the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supply-side reforms, actively and steadily implementing 

the “de-leveraging” strategy, and preventing financial risks.

Key Words  Leverage Ratio; Leverage Structure; Leverage Trans-

fer; Financial Mis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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