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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5, bull market appeared in China’s stock market again and many new investors especially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warmed into it. With network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investigation, sampling survey was conducted for college students who major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seven key universities in Hangzhou. Then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crosstabs analysis, Chi square test and Logistics regression modeling, the paper reveals current situation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characters and problems of the stock invest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stock trade. Meantime, considering the high-risk and high-yield characteristics of stock trading which are relevant to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e paper also studies the impact of stock investing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 The survey found that both gender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stock investing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 and whether having stock market experience also has a great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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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5年我国股市再次出现牛市，许多新股民在这期间涌入股市，其中大学生也加入了全民炒股的浪潮，
尤其是“经管类”专业的大学生。文章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杭州七所一本高校“经管类”大
学生进行调查，再运用统计基本分析、列联分析、卡方检验和Logistics回归建模等方法，揭示了“经管
类”大学生炒股现状，分析了大学生炒股原因、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如何正确引导大学
生炒股的建议；同时考虑到炒股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与时代热点创业相映衬，文章还研究了炒股对创业
意愿的影响。调研发现，性别与户籍是对“经管类”大学生炒股和创业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是否炒
股”对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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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上半年股市高歌猛进，一时间，“90 后”大学生谈股票、炒股票极为流行，大学生纷纷将资
金投入股市，希望能在大牛市中分得一瓢羹。作为一个特殊的投资群体，大学生股民整体存在着证券专
业基础薄弱、投资技能偏低及决策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大学生炒股行为引发家长、学校乃至全社会的
关注；同时炒股时的自由与刺激迎合了大学生创业的激情，进入股市似乎成为门槛最低的创业选择。因
此，本文通过对“经管类”大学生

1

炒股及炒股对其创业意愿影响的研究，希望社会各界了解大学生炒

股行为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对大学生炒股现状及炒股对创业意愿影响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从而正确
引导大学生炒股，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2. 文献综述
1) 大学生炒股的原因及现状
大学生炒股意图是多元的。首先，全民炒股浪潮的冲击、家庭和周围同学的影响促使大学生加入炒
股大军[1]；其次，由于所学专业与股市的相关性，一些“经管类”大学生热衷在股市进行实证研究；还
有一些大学生进入股市是由于好奇心驱使或为了赚钱，或为以后发展与理财探路[2]；总结来说，大学生
陷入炒股热浪的原因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其中外部原因有社会风气的影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1

“经管类”大学生主要指就读经济、金融、会计、管理、营销等专业的大学生。本文所提及的大学生均指“经管类”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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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生经济上的需要；内部原因有大学生提升自身能力的需要、大学生从众心理和赌博心理的存在[3]。
大学生炒股现状值得研究。首先，在炒股年级及专业方面，很多大二、大三学生对股市兴趣浓厚，
大四学生对炒股关注甚少。“经管类”大学生在学习中更多地接触证券投资，因此更倾向于选择炒股来
实现自身价值[4]。其次，许多大学生进入股市过于冲动，炒股投入明显超出其个人承受能力[5]；另外，
大学生炒股方式趋于网络化，但整体存在着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6]。
2) 大学生炒股的影响
大学生炒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炒股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提高理财与投资的水平，从而为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帮助[7]。另一方面，炒股可能使大学生的重心
偏向于如何赚钱上而影响学习，甚至可能会导致拜金主义的滋生[8]。
3)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两类：微观个体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特质、创业能力与创业知识、
心理行为特质等)与宏观环境因素(包括政策环境、家庭环境、创业教育、经济水平等) [9]。现有大学生创
业意愿研究成果表明，一些个体心理特征是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其中风险承受能力是个体
决定是否选择创业的重要因素之一[10]，风险偏好者更倾向于创业，因为他们自信可以扮演好创业者的角
色[9]。
通过文献查阅，我们发现直接研究大学生炒股对其创业意愿影响的文章几乎没有，但是许多文献表
明，风险偏好者倾向于创业，因此我们创造性地提出，炒股经历可能会通过影响大学生股民的风险倾向
及创新胆识，进而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

3. 调查内容、形式及方案思路
1) 调查内容与形式
本文试图对“经管类”大学生个体特征、炒股行为特点、创业意愿现状，以及大学生炒股对其创业
意愿影响四方面进行研究。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① 杭州一本院校“经管类”大学生基本信息调查，包括大学生的性别、年级、户籍及是否模拟炒股、
是否真实炒股等。
② 杭州一本院校“经管类”大学生炒股基本现状，主要包括入市原因、股龄、投资金额、仓位、收
益率、长短线投资情况、炒股利弊等。
③ 杭州一本院校“经管类”大学生就业意愿基本现状，主要包括毕业打算、理想工作类型、城市、
薪酬、选择工作时考虑的因素、毕业后是否炒股等。
同时考虑到大学生炒股可能对其创业意愿有影响，因此设置了联系“炒股现状”和“创业意愿”两
者的问题。比如“近半年做长短线投资的情况如何”，“经历过股灾之后，您的仓位情况如何”等来刻画
被调查人的风险偏好情况，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就业与创业意愿”中通过“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因素
是什么”中设置“工作是否稳定”选项以及设置“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因素的量表”来呼应风险偏好情
况，探究在炒股中有较强风险偏好的同学是否倾向于选择创业等具有较大不确定风险的就业方向。
调查问卷采用封闭式和开放式相结合的形式来设置问题，并采用量表的形式来更准确的刻画相关样
本特征。大部分采用封闭式问题，在相应问题中我们选取部分与研究方向有密切联系的因素并设置成选
项，而部分采用开放式问题，比如“未来半年中您认为中国股市总体会如何，如果上涨，您觉的会涨到
几点，如果下跌，会跌到几点”等问题。
2) 调查方案思路
本研究随机抽取杭州市七所一本院校“经管类”11~13 级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浙江大学、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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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及浙江理工大学)。由于
“经管类”大学生对股市了解及参与程度较高，炒股比例较高，同时 14 级大学生未学习相关专业知识，
炒股比例较低，因此选择“经管类”11~13 级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有力保证所调研内容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本次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配额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11]。首先对每个年级采取分层
抽样，在此基础上对各学校进行配额抽样，最后在各学校进行简单随机抽样抽取对应样本数，以保证抽
样的科学有效性。
本研究采取网上问卷调查(运用问卷型网络调查系统)为主，访谈及文献查阅为辅的调查方式，收集相
关内容及数据，后期用 excel 和 R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我们通过加入特定学校、特定年级、特定学院的
班级群，以及通过联系所调查学校的亲朋好友对其认识的经管类学生进行问卷的随机发放。由于每个学
校、年级发放数量已提前计算出，故在问卷发放过程中利用网络调查时效性和及时管理性的优势，及时
了解各学校各年级问卷的发放回收情况，对问卷回收数量足够的年级我们将对问卷星系统做出设定，及
时停止回收，以便准确得到需要的样本。

4. 样本描述及炒股大学生主体特征
1) 样本描述
本次调查时间为 2015 年 7 月初至 8 月初，共发放问卷 732 份，回收有效问卷 673 份，问卷有效率为
91.94%。从调查对象性别来看，男生占 49.63%，女生占 50.37%；从调查对象户籍来看，农村户籍占 56.46%，
城镇户籍占 43.54%；从调查对象所在年级来看，大四占 21.55%，大三占 47.25%，大二占 31.20%。其中，
由于在调查期间，很多大四学生在准备考研或者在校外实习，故抽样时抽到大四的比例较低也是合理的。
综合而言，问卷样本分布合理，适合做进一步分析。
2) 炒股大学生主体特征
通过调查大学生炒股比例，性别、户籍及年级的分布情况，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炒股的主体特征。
本研究调查时间为 2015 年 7 月初至 8 月初。经过调查，在回收的问卷中有 52.75%的大学生有模拟
炒股的经历，26.60%大学生有真实炒股的经历；从性别上看，男生参加过模拟炒股的比例为 52.10%，女
生为 53.39%，女生模拟炒股的比例略高于男生；男生参加过真实炒股的比率为 35.93%，女生为 17.40%，
女生真实炒股的比例明显低于男生。这可能是因为女生行事更谨慎，风险偏好普遍低于男生；从户籍上
看，城镇户籍大学生参加过模拟炒股的比例为 49.83%，农村户籍为 55.00%；城镇户籍大学生真实炒股的
比例为 32.08%，农村户籍为 22.37%，农村户籍有模拟炒股经历的比例高于城镇户籍，真实炒股比例却低
于城镇户籍，其原因可能是农村户籍大学生相对于城市户籍大学生资金来源及金额有限，且风险偏好较
小，投资较保守；从年级上看，大四参加模拟炒股的比例最多高达 57.93%，其次是大二，占 56.67%，最
少的是大三，占 47.80%。大二、大三、大四真实炒股的大学生比例依次上升，分别占 23.33%、27.04%
和 30.34%。

5. 大学生炒股行为特征
1) 大学生炒股原因及动机
大学生炒股的原因主要是当时股市行情好，受同学及家长的影响；不炒股原因主要是资金不足，风
险太大，对股市没有兴趣以及没有相关知识储备。调查显示，24.27%的学生炒股是因为“当时股市行情
好”，受同学以及家庭炒股氛围影响的大学生比例分别占 19.79%和 19.26%，比例较高。“羊群效应”可
以解释这一现象，即当看到周围同学炒股获益后，内心生出羡慕嫉妒之情，便也想尝试炒股使财富升值；
也有部分大学生认为炒股是一种投机工具，通过炒股能让自己的闲置资金得到充分运用从而带来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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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同时少部分大学生想把学到的投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通过炒股加强对金融知识的认知，提高
个人实践能力。针对不炒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30.47%的大学生因为资金不足而放弃炒股，说明了大学
生炒股资金来源不能独立，26.37%的大学生表示股市风险太大，说明大学生对炒股有一定的风险预期，
缺乏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有 15.04%的大学生表示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难以炒股，说明大学生炒股有
一定的理性分析，注重炒股专业度。但是不炒股大学生同样认为炒股是尝试新鲜事物，是学习与实践的
结合。
2) 大学生股龄、炒股资金来源及投入量
大学生股民股龄短，投资金额较股市户均投资金额小，资金来源大部分不能自给。在股龄方面，调
查显示只有 26.60%的大学生在近半年有过真实炒股经历，而在这为数不多的实盘炒股大学生股民中，只
有 25.14%的学生有一年以上的炒股经历，股龄在半年以下的占到了 50.48%。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大学
生股民是股市中的新股民，且大部分股龄半年以下也和股市进入牛市的时间相对应，这也验证了大学生
炒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股市行情好。在投资金额方面，投资 5000 元以内的学生股民占到了 21.23%，
5000~1 万元比例为 22.35%，1~2 万比例为 20.11%，2 万以上为 15.08%，5 万以上比例为 21.23%。相对
于整个中国股市户均投资金额(2014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显示为 52.1 万元)大学生股民的炒股资金投入很
小，绝大部分学生是小股民。由于没有收入来源，大学生无炒股资金的投入保障。在资金来源方面，父
母提供的资金占 40.21%，其次是生活费，比例为 29.54%，个人平时储蓄占比 23.49%，其他借款和兼职
收入也占一定比例，资金来源不能独立。同时能够看出部分家庭对孩子炒股持一定的支持态度。
3) 大学生炒股收益及收益用途
大学生股民炒股收益率受大盘影响损失较大，但小部分大学生在股灾中也有一定的收益。并且大部
分大学生股民打算将股市中获得的收益用来补给生活费和享受生活。调查显示，近半年炒股亏损的大学
生股民人数比例占到了 65.36%，其中 39.66%的大学生股民表示近半年股票投资亏损在 50.00%以上。考
虑到调查时间是在 2015 年 7 月初，此时中国股市正在经历严重股灾，股市行情非常恶劣，大学生炒股亏
损严重估计与此有较大关系。而收益在 10.00%以上的人数占比 32.96%。从整体情况来看，大学生的炒股
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何在股市波动中保持投资盈利能力，值得大学生股民深思，同时这也考验了
大学生股民能否灵活操作降低股市风险的能力。在炒股收益用途方面，36.36%的大学生表示将会用于享
受生活，如外出旅游等，31.17%的大学生表示会将其作为自己的生活费，也有 20.79%的大学生将会继续
投资股票。
4) 大学生选股方式及投资策略
大学生选股方式理性化，投资策略倾向于中短线。调查发现，超过 50.00%的大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
识来选股。其中通过基本面分析选股的大学生占 29.90%，通过技术面分析选股的占 21.29%，这表明大部
分大学生的选股方式有理论依据作为支撑，选股理性化。同时也有 19.14%的大学生通过朋友、论坛、专
家推荐进行操作，15.09%的大学生炒股跟着感觉走，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大学生专业知识基础薄弱，投
资技能偏低。在投资策略上，选择做中短线的大学生接近 50.00%，这与他们的炒股动机有很大的关系，
大部分大学生炒股是因为当时行情好，想赚钱，但又无法估计这波牛市能持续多久，所以投资策略倾向
于中短线，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
5) 大学生炒股风险偏好
面对股市，操作谨慎的大学生比例略高于操作激进的比例。调查发现，认为创业板波动太大，应规
避风险的大学生占比 38.55%；面对股市持续大跌选择密切留意市场走势，不进行任何买卖或者卖掉一半
投资的大学生接近 60.00%；股市持续下跌时，选择 3 成仓甚至空仓的大学生占 50.00%左右，可以看出这
些大学生股市操作较为谨慎，这与他们的风险偏好有关。同时，认为创业板高风险高收益值得购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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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占 34.08%，面对股市持续大跌时，卖掉所有股票的大学生占 25.14%，股市持续下跌时仍然保持 7
成仓甚至满仓的大学生超过 30.00%，可以看出这些大学生股民操作较为激进。
6) 大学生对未来股市走势的态度
过半大学生对未来股市走势态度乐观。在股市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仍然有 53.07%的大学股民对中国
股市持乐观态度，认为未来半年股市会涨。
7) 大学生炒股的双重影响
大多数大学生股民认为炒股可以提高个人理财能力，增强风险意识，但同时炒股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压力，如亏损将带来经济负担。58.82%的大学生认为炒股可以帮助个人理财和增强风险意识，还有 13.24%
的大学生把炒股作为一种收入来源，用来改善生活，8.82%的大学生想通过炒股运用自己金融知识；同时
52.03%的大学生炒股承受着很大的风险压力，17.89%的大学生认识到炒股会影响学习，还有少数大学生
认为炒股筹资会影响生活质量。说明炒股是一把双刃剑，高风险高收益，大学生入市需谨慎。

6. 大学生创业意愿现状及炒股对创业的影响
1) 大学生创业意愿现状
本研究中，我们从大学生毕业后的打算、曾经是否有过创业意愿及大学生放弃创业意愿的原因三个
方面调查了“经管类”大学生的创业意愿现状。
调查显示，“经管类”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创业的比例较低，但有创业意愿的比例高于毕业后选择创
业的比例，其中缺乏资金、人脉和能力是大学生放弃创业的重要因素。调查数据显示，53.64%的“经管
类”大学生毕业的首要选择是找工作，而选择创业的只有 12.63%，一小部分学生则选择考研、留学等。
另外，在调查大学生是否有过创业意愿时发现，29.25%的大学生有过创业意愿，比例高于毕业后选择创
业的人数，表明很多大学生是迫于一些原因放弃了创业的想法。通过汇总，结果发现缺乏资金、人脉和
能力是大学生放弃创业的重要因素，占比分别为 22.38%，22.95%和 17.85%。这种现象与现实相符，创
业有很大风险，需要巨额资金、社会资源以及较强的个人能力，这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也有一些大学生因为其他原因放弃了创业，如：个性不适合创业、家人反对及缺乏合适的项目等。
2) 炒股对其创业意愿的 Logistics 分析
通过列联分析，我们发现毕业后打算创业的炒股大学生比例明显高于不炒股大学生，炒股大学生中
有 28.49%毕业后选择创业，而不炒股的大学生中只有 6.88%选择创业，这说明炒股与不炒股大学生的创
业意愿存在明显差别。所以，为了研究炒股中哪些因素影响炒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我们将炒股大学生
的毕业打算分为两类——创业和不创业。再运用 Logistics 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对炒股大学生创业意愿
影响的显著程度。令 Y 为因变量，Y = 1 表示炒股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创业，Y = 0 则表示炒股大学生毕业
后不打算创业。建立如下的 Logistics 回归方程： Logistics ( P=
) β 0 + ∑ βi X i 。
方程中，P 为因变量 Y 发生的概率，Xi 表示第 i 个影响因素，β i 表示第 i 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β 0
为回归方程常数项。
在 Logistics 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 Y (大学生毕业后是否选择创业)，Y 是虚拟变量，取值为 0
或 1。Y = 0 则表示炒股大学生毕业后不打算创业，Y = 1 表示炒股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创业。
根据之前的列联分析及卡方检验，我们发现仓位、股龄、炒股资金、收益率及长短线情况对炒股大
学生的毕业打算有显著影响。因此将解释变量确定为 X1 表示仓位，X2 表示股龄，X3 表示炒股资金，X4
表示收益率，X5 表示长短线投资情况。用 R 软件进行 Logistics 分析得到回归方程：

Logistics ( Y ) =
−5.1692 + 0.4851X1 + 0.4708X 2 + 0.44018X 5 。
结果显示，仓位、股龄和长短线投资情况对炒股大学生毕业后是否创业的意愿有显著影响，而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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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收益率的影响不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测有些差别。考虑到有些变量间相关程度很高，变量间可能
存在多重共线性，这可能对回归的拟合效果有影响，基于此，运用逐步回归法对变量进行选择，重新得
到回归方程：

Logistics ( Y ) =
−4.9668 + 0.4478X1 + 0.6031X 2 + 0.4168X 5 。
结果显示，炒股大学生的仓位、股龄及长短线投资情况对其是否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仓位和
长短线投资情况的偏回归系数分别为 0.4478 和 0.4168，这表明创业意愿与仓位和长短线投资情况是正相
关。即仓位越少的大学生，创业概率越大。而从长短线选择方面可以看出选择风险偏好越小的长短线策
略组合的大学生创业概率越大。股龄的偏回归系数为 0.6031，表示股龄越长的大学生毕业后会创业的概
率越大。

7. 大学生炒股的建议
1) 大学生自身方面
首先，大学生应正确处理学习和炒股的关系，把握好度。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相比于炒股，
提高专业知识水平，提升个人能力更为重要。若因为过度投入时间和精力关注股市，或者由于股市波动
而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习则是得不偿失。大学生应该处理好学习与炒股之间的冲突，例如尽量避免在课上
看盘，或可以选择在假期时进行炒股等。
其次，大学生要理性看待炒股，培养良好的心态，不可存在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学会正确理财。
很多大学生入市动机功利化，容易在股市投机，形成赌博心理，一旦出现大额亏损会给大学生带来巨大
的打击。首先，股市高回报高风险，有赢必有亏。大学生应该理性地看待股市上的盈亏，培养良好的心
态，不因为股市亏损而造成巨大的心情波动，影响生活。大学生也可以将投入股市的资金限定在自己可
以接受的风险承受范围内，避免巨大亏损带来的冲击。其次，炒股是理财的一种方式，但炒股不等于理
财。大学生应该多学习一些理财知识，了解更多的理财途径，理性看待炒股，更加注重在股市上积累的
理财经验而非通过股市投机实现一夜暴富。
再者，大学生要提高炒股专业度。股市是一个强者生存的市场，不懂炒股知识，盲目进入股市跟着
感觉炒股，最终只会成为“韭菜”，被人收割。大学生应该积极提高炒股专业度，比如参加炒股相关课
程的学习、多关注财经新闻、多看炒股相关的书以及模拟炒股的训练等。
2) 高校方面
高校首要是引导大学生培养良好的心态。努力提高大学生在投资行动中抵抗挫折的能力，及时其消
除投资失败带来的心理困扰；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培养积极乐观的优秀品格，让大学
生懂得炒股失利不等于失败，应坦然面对挫折。
高校也应积极引导大学生合理安排炒股时间。对于大学生来说，炒股是一次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但
这仅是对在校学习的一种辅助，大学生应该意识到其本职是学习，不可颠倒主次，不顾课堂学习时间进
行炒股。学校要引导大学生合理安排时间，避免上课忙于炒股，而忽视了课堂学习的重要性。
高校还应提高大学生炒股专业技能，鼓励其参加课外实践活动。高校应开设股票投资相关课程，普
及金融投资的相关知识，并且鼓励引导大学生运用课堂所学参加课外实践活动。高校应当因势利导，举
办炒股知识讲座，模拟炒股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从而实现学习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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