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报告 
 

 

交易信息披露的国际趋势和启示 

 

 

 
 

 

 

 

 

 

 

资本市场研究所 

 

上证研报【2016】**号 



-1 - 

内容摘要 

纵观全球证券市场，由于经济文化环境、交易制度、市场结构、技

术模式和投资者分布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地区)交易所在交易信息披露

的种类、数量和程度方面有所区别。本文首先总结了全球主要交易所的

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变革的发展趋

势，以期对我国证券市场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以及市场监管提供经

验借鉴和启示。 

研究发现，尽管各个交易所在交易信息披露的种类、数量和程度方

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全球交易所的信息披露机制发展趋势可以总结为

以下几点：一是交易信息披露内容增加，但全球没有形成一致的市场透

明度标准；二是交易信息实施分级披露，交易信息披露服务日益专业化；

三是交易匿名信息隐蔽化趋势显著；四是加强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的信

息披露。 

为了继续完善交易信息披露制度、保护投资者利益，我们建议交易

所未来在交易信息披露方面做以下几点改进：一是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

分级制度，在保证市场公平的前提下，适当优化订单簿信息的披露；二

是增加针对特定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披露服务；三是改革大宗交易机制，

进一步细化大宗交易的标准、改进大宗交易的信息披露机制和价格形成

机制，以期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更为灵活多样的交易平台；四是基于实时

成交信息，开发更加丰富的数据增值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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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信息披露的国际趋势与启示① 

一、引言 

在交易机制设计中，市场透明度即交易信息披露程度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方面。证券交易过程中，合理的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可以优化市

场中相关信息的传递方式，使市场参与者能够正确而且快速地获得证

券交易信息，并改善其信息结构；同时更有利于证券形成更加合理的

价格，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和市场的整体质量。 

关于交易信息披露，市场存在着一种普遍认可的划分，即交易前

信息和交易后信息。其中，交易前信息是指交易执行之前交易者所提

交订单的相关信息，包括买卖报价、申报数量等；后者是指交易完成

之后的相关信息，包括交易时间、成交价格、成交数量、交易者身份

等。纵观全球证券市场，由于经济文化环境、交易制度、市场结构、

技术模式和投资者分布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地区)交易所在交易信息

披露的种类、数量和程度等方面有所区别。 

本文首先总结了全球主要交易所的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在此基础

上分析了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变革的发展趋势，以期对我国证券市场交

易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监管提供经验借鉴。 

二、全球主要交易所交易信息披露实践 

（一）纽约证券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现货证券市场，也是世界上最成熟

                                                             
① 本文仅代表研究人员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2- 

的证券市场之一。截止 2015 年底，纽交所共有 2101 家上市公司，市

值达到 24.4 万亿美元，成交量超过 8.4 万亿股，是全球股票市值和成

交量最大的交易所。从 20 世纪 90 年开始，经过多次变革，纽交所建

立起十分先进的基于互联网的交易平台，形成了订单驱动和做市商相

结合的混合市场交易模式。结合交易机制和交易技术系统的变革，纽

交所也逐渐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交易信息披露制度，以满足会员、

投资者以及监管的需求。 

1. 推出开放订单薄，增强市场透明度 

2002 年之前，纽交所的订单薄只对相关的专家开放，其了解市

场上限价订单的全部汇总信息，尤其在交易前，普通投资者根本无法

获取关于订单报价的任何信息。专家在市场交易时具有显著的信息优

势，违背了市场透明度原则。 

从 2002 年 1 月开始，纽交所向信息供应商、经济商与交易商及

职业投资者提供一项名为“开放订单簿”（NYSE OpenBook
TM）的信

息服务，使购买者可以看到所有证券的所有限价买卖报价和交易指令

量，从而大大增加了市场的透明度。“开放订单簿”系统实际上是一

个包含纽交所专家的限价订单簿信息的电子数据传送系统（Data 

Feed），其可以全天侯披露专家订单簿中每一个买卖限价价位的买卖

总量和订单数量（纽交所在 2013 年推出的中点被动成交订单

（Mid-Point Passive Liquidity，MPL）则不会在该系统上显示），且从

上午 7：30 到下午 4：30 每 10 秒钟更新一次。该系统通过交易所网

络向会员或数据销售商发送信息，并允许数据销售商转发信息（但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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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显示服务，不包括数据馈送）。纽交所向该系统的用户收取一定

的费用，直接用户收费为每月 5000 美元，显示服务的费用为每个显

示屏每月 50 美元。 

2003 年 6 月，纽交所推出了流动性报价信息（NYSE Liquidity 

Quote，NYLQ）服务。纽交所首先在 208 个股票上试推这项服务，

向市场发布在最佳买卖报价之外的可执行的、包括限价订单簿、交易

大厅和专家的汇总报价信息，旨在为投资者和专业人士提供更多的流

动性和市场深度信息。 

2. 针对暗池交易和大宗交易设置特殊的信息披露制度 

为了加强纽交所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竞争力，从 2005 年开始，

纽交所在完成一系列兼并收购的同时，还对交易技术和交易机制进行

了诸多改革，以应对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从 2008 年 10 月开始，纽

交所市场的专家被改称为指定做市商（Designated Market Maker，

DMM），主要承担提供流动性，维持市场秩序，便利开盘、收盘和订

单显著不平衡时的价格发现的义务，其报价为全国最优买卖报价的时

间必须达到规定的比例。在信息披露方面，在开盘和收盘时期，如果

订单薄中买卖订单不平衡超过一定程度或者预期开盘变化背离较大

时，指定做市商必须公布订单薄中的买卖不平衡情况，以便让投资者

了解相关订单的供需情况，并延后一定的时间重新进行集合竞价撮合。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面对国际证券市场暗池交易、大宗市场交

易以及程序化交易的发展，纽交所在集团内部建立了针对各种类型的

交易平台并对交易信息的披露做出特殊规定。2009 年 1 月，纽交-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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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交易所集团专门成立纽约大宗交易所（New York Block Exchange，

NYBX），旨在为大宗交易提供一个高流动性、匿名的市场，使大额

订单与活跃的交易者、算法交易和小额订单流匹配成交。大宗交易所

对所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开放，经纪商可通过纽交所通道、另类

交易系统等渠道下达订单，并可以指定该订单的最低触发数量（可对

每个订单指定一个最低的数量，也可对所有订单指定一个默认的百分

比）。大宗交易通过不停地搜索纽交所订单簿来撮合匿名大额订单，

大额订单可与纽交所的显示、保留和隐藏订单进行匹配，但大额订单

信息不予披露。 

2009 年 2 月，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在伦敦成立称为 Smart Pool

的多边交易设施，专为机构提供涵盖欧洲 15 个市场约 1000 只股票的

交易服务。Smart Pool 实际上是一个低延迟的暗池交易系统，投资者

可通过泛欧交易所的交易通道下单，在交易前不披露任何信息，订单

簿信息也不向任何市场参与者公开，而且全部交易均采用匿名交易。 

纽交所也为程序化交易（Program Trading）提供撮合。在纽交所，

程序交易是指买进或卖出至少 15 种股票的一揽子订单，系统最高可

接受 500 个订单。纽交所会统计程序化交易中的买进、卖出或卖空的

股票数量，并在交易结束后对外披露。目前，纽交所为程序化交易提

供了一个双边交易的电子申报平台（Electronic Filing Platform，EEP），

交易时间为下午 4 点到 6 点半。该平台可以允许至少 15 只纽交所股

票构成的程序化篮子订单的交易，而对订单价值没有要求。经纪人可

以将一揽子股票交易或者两个投资者的股票篮子配对组合的汇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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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提交至交易所要求立即下单。纽交所在每日 6 点半将汇总的成交信

息输出到证券买卖汇总记录带中，在 T+3 日，篮子中的单个股票成

交信息可以在纽交所每日销售报告中查到。 

3. 开盘前向市场充分披露订单失衡信息 

2015 年 8 月 24 日，美国股市经历了巨大波动。股票市场在开市

后仅一分钟内，道琼斯指数闪电下滑 1089 点，跌幅超过 6%，首次触

发了纽交所在 2013 年推出的个股涨跌幅限制机制（Limit Up/Limit 

Down，LULD，也称个股熔断机制）。由于市场波动剧烈，加上制度

设计不够完善，8 月 24 日全天多只证券出现反复触发和连续触发的

情形。 

针对上述市场异常波动事件，纽交所针对市场交易机制提出了具

体的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对开盘前的信息披露制度

进行了优化，即在证券开盘前向市场充分披露订单失衡的信息。2015

年 10 月 26 日，纽交所做出决定，允许在开盘前向市场充分披露订单

失衡的信息。此前，订单失衡的信息仅在 9:35 或证券开盘后（两者

取更早者）才开始发布。8 月 24 日，由于 9:35 分许多证券都未开盘，

订单不均衡的信息未能及时发布。目前，在开盘竞价阶段，即 8:30

至 9:00 之间，每只股票的不均衡信息每隔 5 分钟发布一次，9:00 至

9:20 之间每隔 1 分钟发布一次；在 9:20 与股票开始交易时间中取较

早时间点开始至 9:35 之间，订单不平衡信息每隔 15 秒发布一次。 

（二）纳斯达克交易所 

纳斯达克市场成立于 1971 年，全称是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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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是世界上第一个有组织的场外交易市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子

化证券市场。2007 年，纳斯达克正式注册成为全国性的交易所，先

后收购费城证券交易所、波士顿证券交易所，并与 OMX 集团合并后

建立了纳斯达克-OMX 集团。经过四十多年的运作，纳斯达克交易所

已发展成为横跨欧美的可与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相媲美的国际性交

易所集团。截止 2016 年 3 月底，纳斯达克市场共有 2626 家上市公司，

市值超过 8.5 万亿美元。 

纳斯达克交易所主要是一个报价驱动型市场，对股票交易采用多

个做市商竞争报价的交易制度，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主要来自于做市商

的买卖报价。纳斯达克交易所要求在其上市的每一个公司必须有 2 至

4 个做市商。平均而言，一个公司约有 11 家做市商，流动性好、规

模较大公司甚至有 70 到 80 家做市商。在做市商市场，众多做市商相

互竞争有利于确定公平的交易价格、保证市场“深度”以及提供额外

的流动性。但是，由于交易时的价格由分散的做市商自己报价，所以

投资者不能充分了解市场供需的基本情况，交易信息披露的程度不如

订单驱动型或者混合型市场高。尤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由于早

期电子交易系统的限制，做市商拥有显著的信息优势，比如做市商手

中很多的价优的限价订单不会在系统中显示，或者某些市价订单还设

置了时间不等的最大披露期（Maximum Exposure Period）等。这些都

导致纳斯达克市场的透明性不高。 

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电子技术进步，纳斯达克市场不断推出

功能强大的交易系统，借助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将分散在各地的做市商



-7- 

连接在一起，建立起一个集实时行情显示、订单传送、执行与交易报

告于一身的交易系统。2001 年以来，纳斯达克市场先后推出了超级

蒙太奇系统（Super Montage）、市场中心系统（Nasdaq Market Center）

以及基于 INET 技术的交易平台等系统。上述电子交易系统的推出不

仅提高了纳斯达克市场交易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个市场的透明性。 

目前，纳斯达克交易系统中的有关交易报价委托信息均通过电子

系统对外发布，但是依据使用者身份和需求的不同，实行分层次的交

易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分别向市场提供内容与程度不同的交易信息。 

第一级为订单薄信息（Level1），分为交易前和交易后信息，主

要包括买卖报价和订单情况。在每日开盘撮合阶段，从 9 点 28 分开

始，交易所通过电子渠道每 5 秒发布一次订单非平衡指标（Order 

Imbalance Indicator）直到开盘。在正常交易阶段，交易系统将显示每

个股票的 5个最佳买卖价位和 5个最佳报价上的所有参与者的买卖订

单总数（包括显示的数量、归属和非归属数量，但不包括保留数量）；

披露市场内（Inside Market）的价格情况，即最佳买卖报价及其数量，

以及上一笔交易的价格和数量、当日交易量、最高价、最低价等信息。

在每日收盘撮合阶段，从 15 点 50 分开始，交易所通过电子渠道每 5

秒发布一次订单非平衡指标直到收盘。 

第二级报价信息（Level2）除上述第一级信息外，交易系统还显

示相关做市商名称、单独的报价及数量、联络方式以及各种市场相关

资讯等信息。使用此类信息服务的主要人员为做市商、经纪商交易部

门或者机构投资者，其不仅可以获得完整信息，还可以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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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第二级外，第三级信息（Level3）还会显示做市商报价的

变更信息和小额限价委托处理订单（Limit Order File，LOF）的情况。

购买该级信息的投资者不仅可以获得完整的市场交易信息，还可以大

幅提高交易的效率，以便应对市场变化。 

（三）伦敦证券交易所 

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创立于 1801 年，是

世界上最老的证券交易所之一。近年来，伦交所先后收购了意大利证

券交易所、蒙特利尔证券交易所（MTS）、多伦多证券交易所集团

（TMX Group）和伦敦清算所（LCH Clearnet.），业务范围涵盖了股

票、债券和衍生品，并包揽了欧洲绝大部分证券结算业务，成为欧洲

市值最高、产品最全且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证券交易所集团。截止 2016

年 3 月，伦交所共有上市公司 1931 家，总市值超过 2.25 万亿英镑，

其中国外上市公司有达到 1019 家，市值超过 700 亿英镑。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是一个竞争性

的做市商市场。但是，在 1986 年“大爆炸”改革之后，伦敦证券交

易所开始引入电子化的报价系统，逐渐形成了订单驱动和做市商报价

相结合的交易模式。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和演变，伦敦证券交易所在统

一的技术平台下，基于不同的交易规则，建立起以电子交易系统

（Stock Exchange Electronic Trading Service，简称 SETS）、电子交易

混合报价系统（Stock Exchange Electronic Trading Service – quotes and 

crosses，简称 SETSqx）和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ock Exchange 

Automated Quotations，简称 SEAQ）等为核心的多种电子化的交易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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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系统，以适合不同的市场发展需要。 

2003 年，伦敦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伦交所）推出了数据仓库

服务（Corporate Data Warehouse，简称 CDW）。投资者通过该项服务

能够获得完整有序的交易数据，比如，开盘价、最高最低价、加权平

均价和交易量等实时的标准信息；买卖比例、资金流向和时间加权价

差等实时增值信息；日内交易和指令数据等客户量身定做的信息报告

等。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提高信息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伦交

所收购了 Proquote 公司。通过全方位整合信息资源，伦交所期望为投

资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信息服务。根据交易需求不同，伦交所可以向投

资者提供两种不同的信息服务。一级信息（Level1）主要向投资者提

供诸如买卖报价范围、52 周最高价和最低价、成交量以及上一笔成

交的价格和数量等信息。除了一级信息的内容外，二级信息（Level2）

还向投资者提供买卖 10 档报价和不同价位上的订单数量、买卖订单

总量、买卖价差以及做市商报价等信息。 

为了保护做市商与机构投资人的利益，鼓励做市商接受巨额委托

单，提高市场流动性，交易所对大宗交易的信息披露有特殊规定，比

如，大宗交易的信息可以延迟披露。这也是伦交所吸引机构投资者的

重要原因。 

（四）东京证券交易所 

日本证券交易所集团的前身是创立于 1878 年日本东京交易所，

总部设在日本东京。2012 年，东京证券交易所和大阪证券交易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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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合并，成为目前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证券交易所。截至 2016

年 3 月，日本交易所集团的股票市值超过 4.7 万亿美金，3508 家公司

在此挂牌。 

东京证券交易所是一个纯粹的竞价市场。1999 年 4 月 30 日，东

京证券交易所关闭了交易大厅，全部证券交易都经电脑辅助下单与执

行系统（Computer-assisted Order Routing and Execution System，

CORES）交易。经过一系列的升级、改造，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股票全部在 CORES 系统交易。东京交易所向投资者披露的交易信

息主要包括：  

一是订单簿信息，东京交易所提供每只股票在不同价位上的订单

数量信息（包括收盘竞价中的订单），当进行集合竞价时，交易所提

供市价单数量信息； 

二是每只股票的价格最高的 10个买进报价与价格最低的 10个卖

出报价的每个价位上的订单数量以及至第 11 挡或以下挡买进或卖出

报价的累计订单数量（2010 年以前为 5 挡信息，2003 年 6 月前为 3

挡信息）； 

三是特别报价信息（当订单不均衡时使用特别报价），东京交易

所提供特别报价的价格与该价格水平下的累计订单数量，包括 10 挡

卖方报价、10 挡买方报价与各个价位对应的报价数量，以及市价订

单数量（仅在集合竞价时段披露）。当市场上买卖订单出现很大的不

平衡时，交易所将给出特别报价，并披露订单不平衡的具体数量（净

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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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开盘前报价，为了让投资者在开盘竞价开始前对订单簿状态

有所了解，东京交易所提供开盘前报价信息以显示能够使双方报价实

现平衡的价位，以及该价位之下 9 挡卖方报价、9 挡买方报价与各个

价位对应的报价数量，同时也包括市价订单数量（仅在集合竞价时段

披露），开盘前报价即是对开盘价的预估。 

此外，在当日收盘后，东京证券交易所还会提供每一笔交易的价

格，每只股票的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每笔交易的金额

和交易数量，以及指数信息等交易信息。 

（五）台湾证券交易所 

台湾证券交易所成立于 1961 年，目前共有上市公司 800 多家，

总市值超过 7600 亿美元。台湾交易所是一个订单驱动型的市场。1993

年 5 月，台湾证券交易所引入全自动证券交易系统，所有上市证券均

通过全自动交易系统进行交易。 

台交所的股票交易无论是开盘前、盘中或收盘皆采取集合竞价，

实际上是连续集合竞价交易。在开盘集合竞价阶段，从 2015 年 6 月

29 日起，交易所在开盘前 30 分钟（8:30-9:00）接受委托期间主要对

市场披露模拟成交价格、成交量、最佳 5 档买卖申报价格、申报买卖

量等交易信息。如果证券在开盘前 1 分钟（8:59-9:00）因异常波动出

现暂缓开盘撮合，交易所在暂缓开盘期间内仍持续揭露该证券的仿真

试算成交价格、数量、最高 5 档买卖价格和数量等信息。 

在正常交易阶段，交易所即时向投资者披露撮合时间、涨跌停注

记、成交价、成交量、最佳 5 档买卖出价格以及最佳 5 档买卖量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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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信息。如果证券在盘中交易出现异常波动，比如盘中成交价格的涨

跌幅超过 6%或成交价格的振幅超过 9%或盘中周转率超过 10%或交

易量达到 3000 单位以上时，台交所会披露该证券的异常交易信息。 

在收盘前的集合竞价阶段，从 2012 年 2 月 20 日起，交易所在收

盘前 5 分钟（13:25-13:30）比照盘中集合竞价撮合间隔时间，披露模

拟撮合的最高 1 档买进价格和最低 1 档卖出价格。而从 2015 年 6 月

29 日起，调整为披露模拟成交价格、成交订单数及最佳申报买卖价

格、申报买卖量等信息。如果证券在收盘前一分钟（13:29-13:30）因

异常波动发生暂缓收盘撮合，那么交易所在暂缓收盘期间内仅揭露该

证券模拟撮合后最高 1 档买进价格及最低 1 档卖出价格信息。 

台湾证券交易所允许盘后定价交易，盘后交易的订单申报时间自

14:00 至 14:30，14:30 采用计算机自动交易撮合成交。在盘后交易阶

段，台交所对投资者披露的信息包括：一是盘后定价交易撮合前，披

露证券在当日开始订单申报后的买卖委托量累计(不披露个别有价证

券买卖委托量)；二是盘后定价交易撮合后，披露所有及个别证券的

成交量信息。 

对于零股交易，台交所只披露最佳 1 档买卖价格信息，并在交易

最后 5 分钟订单委托期间（14:25 至 14:30）每隔一段时间对外披露试

算撮合后未成交最佳 1 档买进及卖出价格。对于大宗交易，除盘前配

对交易的价格在开盘后揭露外，台交所对其余交易信息均实时揭露。 

每日收市后，台交所会对证券当日的交易情况进行分析。如果发

现有表 1 所列出的几种情况之一时，台交所会公告其详细交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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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涨跌幅度、成交量、周转率、集中度、市盈率、股价净值比、券

资比、溢折价百分比等。 

表 1 台湾证券交易所日内异常交易情况 

序号 情况描述 

1 最近一段期间累积收盘价涨跌百分比异常者 

2 最近一段期间内两个营业日的收盘价涨跌百分比异常者 

3 最近一段期间累积收盘价涨跌百分比异常，且其当日成交量较最近一段期间内

的日平均成交量异常放大者 

4 最近一段期间累积的收盘价涨跌百分比异常，且其当日的周转率过高者 

5 最近一段期间累积的收盘价涨跌百分比异常，且证券商当日受托买卖该有价证

券的成交买进或卖出数量，占当日该有价证券总成交量比率过高者 

6 市盈率、股价净值比异常及当日周转率过高，且符合较其所属产业类别股价净

值比偏高、任一证券商当日成交买进或卖出金额占当日该有价证券总成交金额比率

过高或任一投资人当日成交买进或卖出金额占当日该有价证券总成交金额比率过

高等三种情形之一者 

7 最近一段期间累积的收盘价涨跌百分比异常，且券资比明显放大者 

8 台湾存托凭证收盘价与其标的股票所属国交易市场收盘价计算后的溢折价百分比

异常者 

9 当日及最近数日的日平均成交量较最近一段期间的日平均成交量明显放大者 

10 最近一段期间之累积周转率明显过高者 

11 最近一段期间内两个营业日的收盘价价差异常者 

12 其他交易情形异常经监视业务督导会报决议者 

资料来源：台湾证券交易所 

（六）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 

印度证券市场是亚洲最早的证券市场之一，早在 19世纪 30年代，

孟买就已经出现了证券交易。至 2015 年，印度共有 24 家交易所，包

括 18 家现货市场交易所、3 家股权类衍生品交易所以及 3 家外汇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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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品交易所。其中，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National Stock Exchange of 

India，简称 NSE）成立于 1992 年，是目前印度交易最活跃的证券交

易所，交易量占印度全部交易所总交易量的比重接近 85%。截止 2016

年 4 月，在 NSE 上市的公司达 1806 家，总市值超过 1.5 万亿美元。 

NSE 是一个订单驱动的市场，从 2002 年开始，其自动交易系统

（National Exchange for Automated Trading, NEAT）已经实现了从下单

到清算、交割的完全自动化。NSE 市场的透明度较高，DotEx 国际数

据公司是交易所订单数据以及市场行情的专业服务机构，主要负责向

投资者提供关于股票、债券、衍生品以及证券借贷市场的交易信息。

NSE 通过 DotEx 公司的数据平台向投资者披露的交易信息主要包括：

交易前信息（Begin Of Day Information，简称 BOD）、实时交易信息

（Information Sent During Market Timing，简称 ONLINE）以及交易后

信息（End Of Day Information，简称 EOD）。此外，交易所还会对外

披露一些交易延迟的分析数据（Snapshot）、公司信息以及历史交易

数据等。 

NSE 披露的交易前信息主要包括：订单信息（Market By Order，

MBO），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可查询所有订单的信息，但未到达指

定止损价位的止损订单不予显示；价格信息（Market By Price），即时

显示每个价位的总量信息以及最高最低价。 

实时披露交易数据分为三个级别设置：Level1 向投资者提供当

前最优成交报价、买卖最高价、买卖最低价、平均成交价格以及成交

量；Level2 在 Level1 的基础上向投资者提供 5 档最优买卖报价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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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订单数量；Level3 在 Level2 基础上向投资者提供 20 档最优

买卖报价以及订单数量，并能看到逐笔成交的情况。 

交易后信息披露主要包括最高成交价、最低成交价、收盘价、成

交量、指数相关信息等。同时，NSE 还定期发布其各类指数成份股以

及整个指数组合的交易执行成本，方便投资者执行指数投资、套利等

复杂的交易策略。 

（七）香港证券交易所 

香港证券交易所始建于 1891 年，最初名为“香港经纪人协会”，

于 1914 年更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2000 年 3 月，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完成合

并，成为单一控股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的全

资附属公司。香港交易所于 2000 年 6 月在联交所上市，又在 2013

年成功并购了伦敦金属交易所，逐渐成为亚洲乃至全球主要证券市场

之一。截至 2015 年底，香港交易所有共有上市公司 1966 家，总市

值 3.18 万亿美元，居全球第 7 位。 

香港交易所是一个以竞价为主的交易市场，股票交易采用自动对

盘系统（AMS），整个市场的交易透明度较高。2013 年 9 月，香港

交易所又推出了“香港交易所领航星”市场数据平台（OMD）。该数

据平台采用通用的信息格式对外发布所有资产类别的交易数据。投资

者根据不同的需求可以选择不同的数据服务，从而获得不同深度的交

易数据。目前，该平台已经成为香港交易所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重要

的市场数据发布渠道。为了进一步提升处理交易的效率，港交所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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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盘系统将逐渐取消对外发布市场数据的功能。届时，投资者可以

选择直接从市场数据平台或间接经信息供应商获取市场交易数据。具

体来说，OMD 平台提供的数据信息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香港交易所 OMD 平台信息披露内容 

信息内容 基本报价 一级数据 二级数据 一级和二

级数据 

全盘数

据 

上日收市 是 是 是 是 是 

当日最高价及最低价 是 是 是 是 是 

最佳买卖价及买卖盘数

目 

 是 是 是 是 

按盘价及/或最后成交价 是 是 是 是 是 

成交股数/金额 是 是 是 是 是 

十个最佳买价及十个最

佳卖价各自涉及的买卖

盘数目及总需求 

  是 是 是 

每宗交易纪录最新执行

的交易资料 

  是 是 是 

买方及卖方首 40 名轮候

经纪资料 

  是 是 是 

十个最佳买价及十个最

佳卖价以外的买卖盘总

数目及总需求 

   是 是 

全盘买卖盘资料     是 

资料来源：香港证券交易所 

此外，如果投资者订购了港交所推出的买卖盘及交易记录

（OTFS）服务，那么在交易日午夜前其可以下载当天所有买卖盘、

AMS 记录的每宗交易的详细资料及所有证券在收市时的最佳买卖价



-17- 

等。具体内容如表 3 所示： 

表 3 买卖盘档案 

资料类型 档案内容 

买卖盘档案 买卖盘编号、经纪代号、经纪公司编号、股份代号、股份货币、

价格、减少数量、买卖盘代号、买卖盘时间、买卖盘类别指标、

卖空指标等 

交易资料档案 交易编号、买家经纪代号、买家经纪公司编号、卖家经纪代号、

卖家经纪公司编号、股份代号、股份货币、价格、数量、交易方

法、交易时间、买家卖空指标、卖家卖空指标、买家对冲指标、

卖家对冲指标等 

最佳买卖价变动档案 股份代号、价格、改变类别、时间 

资料来源：香港证券交易所 

三、全球证券市场交易信息披露趋势 

纵观全球证券市场，尽管各个交易所在交易信息披露的种类、数

量和程度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全球交易所的信息披露机制发展趋

势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交易信息披露内容增加，市场透明度逐渐增强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加强市场公平、保护投资者利益，

全球主要交易所普遍提高了交易信息的披露程度。 

一方面，根据投资者不同需求，交易所一般会披露 5 至 10 档最

佳买卖报价和不同价位上的订单汇总信息。有的交易所甚至会披露

10 档之外乃至逐笔成交记录。而根据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在

2001 年发布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当时全球大多数交易所仅披露 3

至 5 档最佳买卖价格和不同价格上的订单数量汇总信息。 

另一方面，交易所普遍增加了交易前和交易后的信息披露。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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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在交易前会披露证券模拟成交价、委托订单数量以及买卖订单

不平衡程度等信息；而交易后会普遍披露证券的异常交易情况和市场

交易的详细资料等。 

（二）交易信息实施分级披露，信息披露服务日益专业化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进步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球主要交易所

对实时交易信息的披露基本采用分级披露的方法。简单来说，根据信

息披露的对象及其交易需求，交易所会对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分级披露

订单簿内容，如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价格档位以及订单信息，并以此

收取相应的费用。 

同时，交易所也通过建立自己的专业化信息服务公司来提高交易

数据披露的专业化水平，在增强市场透明度的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更加

多样化和专业化的信息服务。例如，伦交所的 Proquote 公司、印度国

家交易所的 DotEx公司以及港交所的OMD数据平台都是交易所专属

或者唯一的数据提供商，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专业化信息披露服务。 

（三）交易信息隐蔽化趋势凸显，但监管要求与交易所盈利的矛

盾依然存在 

为了鼓励机构投资者进行大额交易和高频交易，欧美各大交易所

针对大宗交易、程序化交易和暗池交易等特殊交易方式设置了专门的

信息披露制度。例如，从 20 世纪 90 年开始，伦交所就针对大宗交易

设置了订单信息可以延迟披露的特殊规定。这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做市

商接受巨额委托单，以此提高市场流动性。纽交所更是允许暗池交易

采取匿名的方式，并在交易前不向市场参与者披露任何订单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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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随着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交易所在盈利的压力下隐匿部分交易

信息的动机十分强烈，交易信息隐蔽化的趋势日益凸显。 

然而，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监管机构开始认识到大额交

易和高频交易在推动市场创新的同时也会给市场的稳定发展带来一

定的风险。近年来，全球主要成熟市场开始出台相关规定逐渐加强对

暗池交易、大宗交易和程序化交易的管理，尤其是强化了信息披露方

面的监管。比如，针对暗池交易和程序化交易，美国证监会拟在 2016

年出台专门的建议性规定。该规定的核心就是提高上述交易方式的信

息披露程度，消除市场潜在风险。 

（四）加强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的信息披露 

为了应对市场短期出现的异常波动，全球主要交易所都纷纷建立

起市场稳定机制，采取了诸如市场熔断机制、个股涨跌幅限制等措施

来平抑市场出现的极端情况。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由于市场投资者结

构不合理或者交易机制不完善，证券市场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形更为普

遍。因此，有些交易所还加强了证券出现异常交易时的信息披露，以

防止市场出现大规模的异常波动。 

以台湾证券交易所为例，如果某只证券在盘中交易出现异常，台

交所就会依据相应标准，通过披露证券的涨跌幅度、成交量、周转率、

集中度等指标的变化信息来向投资者警示风险。 

四、启示和建议 

随着交易系统的升级和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我国深沪交易所已

经实现了先进的电子竞价交易。并且，经过 2003 年和 2006 年的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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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沪深交易所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日趋完善，整个市场的透明度

和流动性大幅提高，市场质量显著改善。以上交所为例，上证所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7 月推出了 Level-2 行情，并实现了商业化运

作。在 Level-2 的行情下，投资者可以看到最优买卖 10 档的报价以及

委托明细，同时增加了逐笔成交明细、最佳买卖价位前 50 笔委托明

细、委托买卖总量以及加权平均委买/委卖价格等信息。 

借鉴境外市场经验，国内交易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交易信

息披露制度： 

一是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分级制度。在保证市场公平的前提下，

交易所可以适当增加订单簿信息的披露。比如，交易所可以考虑在第

二级行情信息（Level-2）下增加逐笔委托订单和大额委托订单的信息

披露。 

二是增加针对特定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披露服务。随着我国资本市

场的逐步开放和长期资金入市投资，机构投资者对交易信息的需求将

比中小投资者更加多元化。因此，交易所可以考虑建立专门针对机构

投资者的交易信息访问渠道，提供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三是改革大宗交易机制。交易所需要进一步细化大宗交易的标准，

改进大宗交易的交易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吸引机构投资者利用大宗

平台进行交易。 

四是开发更加丰富的数据增值产品。基于实时成交信息，交易所

可以开发丰富的数据增值型产品，提供多样化的交易数据服务，从而

满足各类投资者的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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