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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electronic exchanges of raw materials, artworks, precious metal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auditing and legal control 

failed to follow-up timely, they appear a variety of problems in auditing, legal control and operation 

process. To deal with their financial risks well and fight against all risks of bankruptcy, illegal and 

criminal related to the electronic exchanges,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uditing and 

legal control;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auditing and financial safety regulation;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of the electronic exchanges;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udit system of electronic exchange; establish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electronic 

exchanges, conduct auditing and regulation to the electronic exchanges by classification; ame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ulate mandatory audit system; and combat all kinds of illegal 

activities which involving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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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近年来相继建立了大宗原材料、贵金属、艺术品、农产品等各类电子化交易所，

其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可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进行分析。但由于其审计制度

与规制制度未能及时跟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为减少其可能面临的巨大财

务风险，避免其破产、违法及犯罪的可能，必须加强电子化交易所的审计制度及法律规制建

设，建立完善的审计制度及金融安全规制。并应健全其信息披露机制，设立金融安全性法规，

建立健全电子化交易所内部与外部审计制度；建立电子化交易所分级制，分级分类进行审计

与规制；修改相关法规，规范强制审计制度，打击涉及电子化交易的各类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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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近年来各类电子化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据估计，除国家正式批准的股票交

易所与商品期货交易所，以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之外，全国尚有各类产权交易场所 300 多

家，交易量将超过万亿元。这些电子化交易所良莠不齐，除少部分运行比较规范外，大多数

没有得到有效管理，审计制度与法律规制严重不全，出现秩序混乱、风险严重、甚至欺诈投

资者等现象，严重扰乱了正常经济秩序，形成价格的非理性大起大落。 

关于基于电子交易的各类产权交易所[1][2]审计制度[3][4][5]与法律规制[6][7]问题的研

究已有不少。特别是，自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

[8]以来，我国正式将清理整顿从事产权交易的各类电子化交易场所提上了议事日程。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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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清理工作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9]，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相关方面的抵制，很多原来的交

易所纷纷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亟待引起重视[10]。对这些电子化交易所进行有效审计与法

律规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研究。 

2. 电子化交易所分类与现状 

我国电子化交易所发展较快，从交易品种分，主要有以下几类： 

2.1. 大宗原材料电子化交易场所 

具体包括：石化、煤炭、有色金属等，如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河北鑫江不锈钢交易所、山

西中太煤炭电子交易市场、天津天保大宗煤炭交易市场、天津稀有金属交易所、浙江舟山大

宗商品交易中心等。这些大宗原材料交易所有些规模较大、运作比较规范，有较好的信誉，

有些成立时间较短、盲目上马，出现了各种问题。 

2.2. 贵金属电子化交易场所 

主要指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电子化交易，如湖南维财大宗贵金属交易所等，这类交易所往

往采用保证金交易，由于黄金、白银的国际价格变化幅度很大，导致投资者很容易爆仓，血

本无归。 

2.3. 艺术品电子化交易场所 

著名的有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山东泰山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等，由于文化艺术品的独一无

二性，产品很难复制，价值很难估计，市场变现能力低，其价格存在上升、下降的很大空间，

因此，这类产品交易的炒作性往往很强，价格大起大落，套牢了很多投资者。 

2.4. 农产品电子化交易场所 

很多该类电子化交易场所出现在大型农产品集散地，交易品种从大蒜、生姜、各类蔬菜、牲

畜无所不包，如山东寿光蔬菜交易所，天津国盛农产品交易所等。近年来，大量的农产品电

子交易所在各地成立，且很多运作很不规范。 

2.5. 其它电子化交易所 

其它还有包括进行碳排放、固体废弃物、金融资产、药品等交易的电子化交易所。总体而言，

各种门类的电子化产权交易所都在逐渐出现，似乎只要是有价格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交易。 

3. 电子化交易所的作用与经济学定位 

从电子化交易所的作用与经济学定位来看，电子化交易场所在组织交易，实现交易市场整合

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对其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定位，可用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专业化与分

工理论模型进行分析：  

对于专门从事交易整合的电子化交易所而言，其所生产的产品就是“交易整合”本身。交易

整合本身作为产品是每个市场参与者都需要的，因此具有较高的偏好参数，并且可以认为交

易整合也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可以证明，把“交易整合”本身作为贸易产品（即购买

和出售“交易整合”服务，以及存在电子化交易所）可以得到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为方便起见，假设生产－消费体系中只有两种产品 X，Y，其中 X 为一般产品，Y 为“交易整

合”产品。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11]：组态（X／Y）和（Y／X）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KzMrxyxu xy lnln)ln-lnln2()/(ln                                         （1） 

KzMrxxyu xy lnln)lnlnln2()/(ln                                      （2） 

式中   )]3/([     ,)]3/([   ,2/)]3/(2[  rzx ， 

效用均等条件为： 0ln2)/(ln)/(ln  xymyxuxyuE                              （3） 

设 u*为真实收入，M*xy为该角点均衡中选择不同组态的相对个数，由（1）、（2）、（3）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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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xyxy MEEddM                                       （4） 

式中 0ln2/   xyME  ，因为如果   ，则 1xyM ；同时可得： 

0/*ln  u                                                              （5） 

因此有： 0)/)(/*ln(/*ln/*ln *     ddMMuuud xyxy              （6） 

即：以偏好参数较大的产品作为贸易商品的角点均衡得出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再假设α=

β=γ,a=b=h。若： 
a

xy

aa caaMcaczcaax )]3/(2[,)]3/([,2/)]3/(2[  ，                          （7） 

分别用 2/)]3/(2[ acaa  、 acac )]3/([  、 acaa )]3/(2[  代换（1）、（2）式中的 x、z、Mxy，即得： 

0)//()/(/

0/*ln

* 







caxycaxy

ca

MEaEdadM

au
                                        （8） 

式中 0/  caaE ，E由（3）式给出。由此得：  

0)/)(/*ln(/*ln/*ln *   caxyxycaca ddMMuuud                       （9） 

即：以专业化报酬较高的产品作为贸易商品的角点均衡得出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由于上述两个结论的成立，且在“交易整合”是专业化与偏好参数都较高的产品的条件下，

有独立的交易整合商存在得到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电子化交易所即是“交易整合”这一产

品的提供者。其存在创造了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即由原来大宗原材料、贵金属、艺术品、

农产品等交易的双边市场转变为中心市场，电子化交易所的运行机制如图 1所示： 

 

 

 

 

 

 

 

 

 

图 1 电子化交易所的运行机制 

 

概而言之，由于电子技术提高了交易效率，使得“交易整合”这一产品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分

工。自给自足时，没有专业化平台的存在，由于分工，形成了专业化的电子化交易所。20世

纪 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普及，创造了电子化高效率交易这

一条件，使得电子化交易所的出现成为可能以及必须。 

4. 电子化交易所的现存审计与规制问题 

电子化交易所由于审计制度及法律规制未能及时跟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

主要表现于以下方面： 

4.1. 商品交易成为逐利游戏，背离商品内在价值 

根据价值规律，商品的价格应围绕其价值上下波动。但在电子化交易所，由于投资者交易的

目的发生了变化，其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拥有商品本身，而是为了通过低买高卖，博取差价。

同时，由于电子化交易所内聚集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可以通过不断买入（卖出），在一段时

间内不断推升（打压）价格，从而人为地造成“理性泡沫”。在这种条件下，理性的投资者只

交易客户端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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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风操作，才能盈利，如果坚持价值判断，不跟风，反而会亏得很惨。同时，“理性泡沫”

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引起“非理性泡沫”的产生。吸引大量场外投资者盲目跟风，在高位

买进，一有风吹草动，又同时恐慌，一起卖出，价格急转直下。 

4.2. 缺乏审计制度与法律规范，存在严重价格操纵与利益输送行为 

如果说如前所述“击鼓传花”游戏尚在合法范围内的话，由于缺乏必要的审计制度与法律规

范，在很多电子化交易所内出现的严重价格投机与价格操纵行为却已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少数人钻法律空子，利用自己各方面的影响力操纵价格，从中渔利。有些交易所不是向每个

投资者提供公平、透明的交易机制，而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内幕方法，层层设“巧”，以交

易之名，行操纵之实。 

4.3. 违背法律规定，实施“对赌”，欺诈投资者 

个别电子化交易所实际已存在严重违法现象，表现为其股东直接参与交易，与投资者实施“对

赌”。在这些交易场所的电子盘中，投资者进行的交易活动表面已经完成，但实际上并未真实

发生，当价格向对投资者不利方向发展时，投资者被迫进行平仓，损失归己，而收益却被交

易所获得；当价格向对投资者有利方向发展时，交易所通过网络阻断、致使投资者的盈利无

法实现，直至变为亏损。 

5. 结论：电子化交易所的审计制度与法律规制建设 

中国各地近年来相继建立的各类电子化交易所一方面活跃了市场交易，为广大商品购买者、

使用者提供了便利，也带动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以上述及的各种审计与

规制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笔者认为，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不是要将此类电子化交易场所全部关闭，清理整顿的重

点，应是努力建立、健全电子化交易所的相关的审计制度与法律规制，使其在审计制度与法

律规制有效管理下，迅速规范化，特别是在其防范金融风险方面有法可依，从而切实有助其

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遵法守规、信誉良好、金融安全、投资者信得过、市场能接受的电子化

交易所。为此，应尽快建立、健全以下电子化交易所的法律规制： 

5.1. 尽快建立、完善电子化交易所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的法律、法规 

第一步是有法可依，近年来很多电子化交易场所存在的问题及其种种表现，往往是因为无法

可依。因此，应尽快制定全国性的关于电子化交易所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等相关流程的

法律规定，特别是在其设立时，为其建立较高的壁垒。法律、法规应详细规定各类电子化交

易所设立时各自应具备的资金与其它条件，应考虑到近年来出现的各类相关问题，特别是与

金融安全相关的问题，从源头上加以预防。 

5.2. 及早制定全国性、法规性的各类电子化交易所的内部审计制度与交易规则 

同时，还应及早制定全国性、法规性的各类电子化交易所的内部审计制度交易规则，交易规

则可采用做市商、集中竞价、电子撮合等标准化合约交易方式，或禁止采取匿名交易、并同

时控制权益持有人数量。从而从规则上有效避免各种交易陷阱的产生可能性。 

5.3. 设立金融安全性法规，建立健全电子化交易所内部与外部审计制度 

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确保社会稳定，是这次国务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重要

目标。为此，应建立健全电子化交易所内部与外部审计制度，专门制定有关电子化交易所金

融安全的法规，定量、实时监控各类电子化交易所的日常运作。可以考虑实施产权交易场所

日常营运金融实况的逐日报告制，定量、实时监控电子化交易所各类数据。 

5.4. 建立电子化交易所分级制的相关法规、办法，分级分类进行审计与规制 

同时，可考虑建立电子化交易所分级制的相关法规、办法，尽快实施电子化交易所的分级制

管理，分级分类进行审计与规制。在统一高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具体依照不同的定量标准划

分不同的等级，各类不同的电子化交易所根据自身的特点与条件申请相关等级，由有关部门

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核准。这样有利于投资者根据不同级别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电子化交易所，

以降低投资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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