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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基本概念 

      -刘杰雄-                  2007.5.27 

 

一、有关风险概念的说学及评析 

对风险概念的了解是认知创业板市场风险的首要问题。 

我们首先考察“风险”这一语词的语源。“风险”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

文是“Risk”,考究其源流，根据法国的语源学字典，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cois 

Ewald ）将风险这个词追溯到法文“Risque”，并将它置放于海上贸易中来理解。

它是用来指海上航行的船所遇到的沉船危险性。这些危险的发生，可能由于自然

现象或灾害（例如风暴）所造成。法文“Risque”则源自意大利文“Risico”,意思

是被一些物件例如石头破毁。法文“Risque”和意大利文“Risco”都源自拉丁文

“Re”，意思是割裂1。“风险”一词于 17 世纪通过法语和意大利语进入英语世

界，得到了新的诠释。2
 

风险的定义，会因为理解和研究角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别，有关学说和流派众

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代表性学说： 

1、不确定性说 

这种定义源自保险学认为当事件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Uncertainty )时，则该

事件是风险性事件，持此说者有美国学者哈迪（Hardy）。
3我国黄华明亦持此见，

将风险定义为事故发生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事故本身。
4
 

2、可能性说 

这种定义源自经济学关于风险的研究，认为风险是发生损失或失败的可能

性，持此说者有美国学者海尼斯（Haynes）。
5社会学者贝里亚（Breuer） 亦有

类似看法，他认为当损害发生的概然性是未知的情况下，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即是

风险。6美国芝加哥储备银行将“法律风险”界定为“不可执行的合同、诉讼或

                                                 
1 Jorion, P. Value at Risk (2nd ed.), McGraw Hill, New York, 2001, p.85. 
2 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引论》，见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5 年 3 月版，第 6-7 页。 
3 陈劲、景劲松著：《驭险创新─企业复杂产品系统创新项目风险管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年 9 月

版，第 20 页。 
4 黄华明著：《风险与保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年 1 月版，第 1-2 页。但他同时亦持可能性说。他

说：“‘风险’叫做 Risk,是指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或事故发生的不确定性。” 
5 同注 3，第 21 页。 
6 Breuer, Eingriffsmöglichkeiten uach dem chemkaliengesetz, in: Gesellschaft für Rechtpolitik Bd.3, 

1986,s.155(168), 见郭淑珍：《科技领域的风险决策之研究——以德国法为中心》，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

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 年 6 月，第 39-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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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利判决等使银行的营业中断或者对银行的业务活动或者经营条件产生不利

影响的可能性。”
7姚刚、王力在讨论证券市场风险时，界定风险为由于各种不

确定因素导致行为主体蒙受损失的可能性。8冯果和罗小详在讨论二板市场风险

防范的法律问题时界定证券市场的风险为在证券投资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确定

性因素对预期目标所带来的损失的可能性。9英国牛津字典采纳此定义，将风险

定义为“发生风险、损失、损伤或其他不利结果的机会或可能性。” 

3、可能性和后果说 

这种定义多用于项目管理和工程管理的研究，威廉姆斯（Williams）认为风

险包括两方面，即不愉快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它发生时所产生的影响。10我国陈

劲、景劲松在研究复杂产品系统创新项目风险时，把技术创新风险定义为指导致

技术创新活动中某方面活动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因素生成的可能性以及由

此造成的不利后果。11 

4、概率说 

这种定义源自决策论，认为不确定事件的状态概率可测定时，则为风险事件，

持此说者有美国经济学家奈特（Knight）。
12
 

5、变动说 

这种定义源自财务学，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当实际结果与预期

结果不符时，即存在风险，差异越小则风险越小，差异越大则风险越大。持此说

者有美国学者威廉姆斯（Williams, C.A.）和汉斯（Heins R.M.）。 

6、心理感受说 

这种定义源自心理学，认为风险是人关于危险的一种感受。 

 

不确定性说和概率说的不同，根据奈特的意见，不确定性说注重事件的结果，

但不确定性是不可测定的，是“真正的”不可确定性，不是风险；反之，可能性

或概率也是注重事件的结果，但是可预测的，这才是“正统的”（Proper）风险

意义。13不确定说单指不可测定的不确定性，则它与下文所说的概率一样，都是

片面的，没有把可测定的部分涵盖。 

                                                 
7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Legal/Reputation Risk, 参考网址：

www.chicagofed.org/banking_information/legal_reputational _risk.cfm, 浏览时间：2006 年 7 月 20 日。 
8 姚刚主编：《21 世纪中国证券市场风险与防范》，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年 1 月版，第 3 页。王力采纳

姚刚的定义，见王力：《中国创业板市场运行制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年 1 月版，第 178 页。 
9 冯果、罗小详：《二板市场风险防范的若干法律思考——兼评送审中的<创业企业股票发行上市条例>及<

实施细则>》，见《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7，第 1 页。 
10 同注 3，第 21 页。 
11 同注 3，第 25 页。 
12 Knight, F.H.,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Hart, Schaffner, and Marx, 1921, p.233.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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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概率说，它把风险的内涵仅局限于概率性的情况，但事件的状态除了可

测定的概率外，还会因为事件是第一次出现，没有过往事件可供给为统计的基数，

而存在一些不可测定的状态，这些不可测的状态可能会引致损失，所以概率说虽

然在计量风险时提供了一个方便，但它对风险的定义是片面的。 

关于心理感受说，我们不能否认人主观上有危险的感受，但危险亦有独立于

人的主观认知而客观地存在的一面，有时一个人可能认知有限，不能感受到危险

的存在，但事实上可能引致损失后果的客观因素是存在的，这些客观因素可能引

发损失的后果，所以，心理感受说是片面的，不为经济、财务、管理的学者所采

用。 

以上对风险概念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风险”这个概念，其原因在

于研究的出发点和着重点不同。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来讲，它们在建构其理论时

只需假设或肯定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需要一个精确的计量，所以它们大多持

可能性说。 

心理学从观察和研究人面对外在环境时的行为及感觉，从而分析及提出针对

性的建议，也不需要一个精确的计量。 

对于不确定说、可能性说、心理感受说等，这些定义没有要求一个精确的风

险计量，可以说是定性定义。但如果对可能性计算，即是计算风险事件发生的概

率，则使可能性说、可能性和后果说、概率说、变动说等变成一个定量定义。而

事实上，保险业和现代项目管理对风险的研究，计算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然后

提出保费数额。金融业对风险的研究，应用了很多计量模型来量度风险，例如应

用资产收益的标准差来量度风险，又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β值表示

股票收益率变动随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动的敏感度来量度该股票系统风险的大小

等等。 

二、风险概念在法律上的诠释 

总结来说，现今学界对风险概念虽然逐步掌握了它的特性，但始终未能达至

明显的共识，并且学派与学派之间的争论还在持续，未有一个定论。 

虽然风险概念在学术上仍争论不休，没有形成定论，但是在法律上已慢慢地

被广泛应用，究竟风险在法律上是什么意思？应采纳那一种学说？这是本节需要

探讨的问题。在我国，风险在法律上的诠释是一个创新的题目，虽未有学者在这

块处女地上开垦过，但事实上我们皆知创业板市场的风险是巨大的，所以需要在

法律法规上制定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对那些违反该类法律的人或机构给以惩

罚。如果对风险没有一个法律解释，则会引起执法和司法的操作困难，因此，本

节对风险概念进行讨论具重要意义，为论文之后相关制度的构建做了必要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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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法律上对风险的释义 

风险概念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律上被广泛应用，但很少给予一个定义，只有

一些例外，例如在澳大利亚的公法中，为了消除附于危险物品的危害（hazard），

或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量减低由危害导致的风险14而设立的《危险物品法》

（Dangerous Substances Act 2004），在该法中对风险下了定义，“风险”是指由危

害导致人的死亡或伤害，或构成环境破坏的可能性。15而危害是指一个可能导致

人类伤亡和构成环境破坏的物体或情况。16
 

《危险物品法》没有对风险给予一个明确定量的说明或分级制度，但它对减

低风险所应考虑的地方提出一个指引。它指示在采取合理做法减低风险时，应考

虑下列各点： 

1）风险的严重性； 

2）现时对风险因素和风险本身和消除风险因素或减低风险的认知状态； 

3）消除风险因素或降低风险的可行和适当途径； 

4）消除风险因素或降低风险成本。17
 

在民事侵权法之医疗疏忽事故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甘贸（Gummow）法官

在 Rosenberg 诉 Percival 一案18对在医疗中出现的相关风险给了一个定义，就是

医生建议的医疗方案会导致伤亡和实际发生的可能性。19显然的，《危险物品法》

和 Rosenberg v. Percival 对风险的定义采用了风险定义中的可能性说。 

（二）我国法律上对风险的释义 

“风险”这个名词在 2003 年前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出现不多，中国银监会在

2003 年 10 月 23 日发布了《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 5 条

对“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的定义为：是指由于商业银行对集团客户多头授信、

过度授信和不适当分配授信额度，或集团客户经营不善以及集团客户通过关联交

易、资产重组等手段在内部关联方之间不按公允价格原则转移资产或利润等情

况，导致商业银行不能按时收回由于授信产生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或给商业银行

带来其他损失的可能性。 

对于《证券法》所禁止的虚假陈述，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并于 2003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19 条第 4 项规定：被告举证证明投资人的损失或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

                                                 
14 澳大利亚 Dangerous Substances Act 2004, Section 6 (2) (a) and (b). 
15 澳大利亚 Dangerous Substances Act 2004, Section 15 (2). 
16 澳大利亚 Dangerous Substances Act 2004, Section 15 (1). 
17 澳大利亚 Dangerous Substances Act 2004, Section 16 (2). 
18 Rosenberg v Percival (2001) 205 CLR 434. 
19 205 CLR 434 at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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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

系。可是，最高人民法院未有对“风险”这个名词给出一个定义。直至到了大庆

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大庆联谊”）和申银万国证券有限公司（“申银万国”）

的上诉案，司法部门才对“系统风险”做出了解释。 

大庆联谊于 1996 年上市时，伪造开业时间和虚构利润；申银万国作为大庆

联谊的主承销商在为大庆联谊编制发行上市申报材料时，对有关文件的真实性、

完整性未作认真核实，致使申报材料含有重大虚假信息。2000 年 3 月 31 日，大

庆联谊因伪造虚假文件、虚增利润，被证监会定性为欺诈上市，并受行政处罚。

2002 年时，众多投资者以共同诉讼形式起诉大庆联谊。2004 年 8 月，哈尔滨市

中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大庆联谊对 391 起案件赔偿共 763 万元，申银万国对 389

起案件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共 543 万元。大庆联谊与申银万国上诉，理由是投资

者的交易损失主要是受系统风险即影响股价走势的多种因素所引致，根据《关于

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原告投资者的损失

与被告的虚假陈述没有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 

2004 年 12 月 23 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大庆联谊和申银万国的上诉

作出裁定，黑龙江高院指出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

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系统风险”未作明确定义，故应依据它的通常

理解确定其含义。黑龙江高院依据证券业的通常理解和权威解释，将系统风险定

义为对证券市场产生普遍影响的风险因素，其特征在于系统风险因共同因素所引

发，对证券市场所有的股票价格均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为个别企业或行业所不能

控制，投资人也无法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20大庆联谊并没有举证证明系统风

险的因素存在，以及该风险因素造成系统风险的发生，从而对股票市场产生重大

影响，引致所有股票价格涨跌。因此，黑龙江高院裁定大庆联谊和申银万国上诉

败诉。 

大庆联谊上诉主张系统风险因素导致投资人损失，因证据不足而败诉，对今

后的案例有重大示范意义，而本文所关注的此案的重要性在于其从司法上给出

“系统风险”的定义，更确定了日后对风险概念进行司法定义的路线――以其通

常理解确定其含义。 

仔细推敲，黑龙江高院只是给予“系统风险”一个整体的定义，重点放在系

统性上，即对股票市场上所有股票价格的普遍影响性，但没有正面解释风险是什

么意思。但在此后的同类有关案件，包括了 ST 渤海案，三九医药案、ST 九洲案、

东方电子案，法院在实践上都把系统风险与损失连在一起，例如三九医药案，剔

                                                 
20 邓妍：《大庆联谊：首例共同诉讼案终审判决—中国股市系统风险首次形成司法定义》，见《财经新闻》，

2004 年 12 月 27 日—2005 年 1 月 2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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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的系统风险损失达到 62％，东方电子案，被告提出的损失中要扣除三分之二

的系统风险因素。21
 

在 2003 年和以后，由于我国不少证券公司都出现问题，甚至倒闭，例如南

方证券、昆仑证券、华西证券、云南证券、大鹏证券、东方证券、民安证券、闽

发证券等，促使我国政府、证券业界、投资者和学界强调风险防范，树立风险意

识，有些出台的法规提出风险防范、控制风险、风险管理的目标，例如 2003 年

12 月 15 日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第 1 条。各种法规或多或少

提及风险和其种类。据统计有经营风险、担保风险、退市风险、破产或解散风险、

技术风险、政策法规风险、道德风险、大股东操纵风险、内部人控制风险、决策

事务风险、超越授权风险、变相自营风险、帐外自营风险、内部交易风险、法律

风险、财务风险、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风险、企业风险、战略风险、运营风险、

灾害性风险等等，总共有 30 种以上。 

对于众多种类的风险，我国法规都没有加以定义，继证监会之后，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6 年 6 月 6 日发布并施行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

理指引》对另外一些风险种类下一定义，该指引第 3 条解释企业风险是指未来不

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影响。企业风险可分为几个具体类型，包括战略

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等。这表示说“风险”是“未

来不确定性”，加上“企业” 这个对象条件词，因企业有经营目标，所以风险

对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具有一定的影响，即影响有失败的可能性，也有成功的可

能性。 

该指引第 3 条继续从风险发生的后果来区分风险，说风险分为纯粹风险（意

思是只有带来损失的一种可能性）和机会风险22（意思是可带来损失和盈利两张

可能性）。这表示“风险”是“损失的可能性”，加上“纯粹”这个条件词，因

它意指“单一”，所以风险受此条件限制变成只有一种损失的可能性；加上“机

会”这个条件词，因它含有失败（或损失）和成功（或盈利）两种可能性，所以

风险受此条件限制变成损失和盈利两种可能性。 

国资委在同一指引同一条文内对“风险”一次应用了两个不同的意思，每一

个意思背后都代表一种学说，将风险定义为未来不确定性，这是采用了不确定性

说，将风险定义为损失的可能性，这是采用了可能性说，实在令人难以捉摸，不

知应对指引中其他风险怎样理解。 

 

                                                 
21 《量化系统风险难题亟待破解》，中国证券报，2006.9.28。 
22 在美国赞助组织委员会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中，“机会”是指具有正面影响的事项，而“风

险”是指具有负面影响的事项，“机会风险”是两个互相矛盾的名词，不可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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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意义在我国法律上整合协调一致性的需要 

我国很多政府部门都将风险一词用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有些单独使用，有

些与“某某”名称相接变成“某某风险”，有极少数给出了定义，但更大多数都

没有定义和解释。在少数对风险有定义和解释中，它们又各不相同。在同一法律

体系内出现了这样的不一致性和不协调性，而司法部门也并未觉察和处理，着实

应当检讨。 

一个国家的法律是一个体系和系统，这个体系和系统内的法律概念、法律原

则在语言表述和意义上必须是协调统一的。如此，国家才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

引导人民遵守法律，行政执法部门才可依据同一的标准去执法、司法部门才可根

据同一标准去判决案件，追究责任。因此，我国有关部门有必要尽快澄清和解释

风险这一概念，以便各国家部门在制定其部门法规时得以依从，以建构一个一致、

协调的法律体系。 

此外，对风险概念有一致的理解，才可有一致的标准对造成风险的主体分配

风险责任。例如《证券法》第 152 条规定：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能勤勉尽责，致使证券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重大风险的，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撤销其任职资格，并责令公司予以更换。如果对重大风险

的意义和标准清晰，则在证券公司中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谁因未能勤勉

尽责而造成重大风险存在，就要由谁负责，接受撤销任职资格或被更换的处罚。

在此意义下，实有必要给出一个明确而统一的风险概念。 

还有，现今世界日趋全球化，很多外国机构投资者到世界各资本市场进行投

资，外国投资银行、风险投资机构到处寻找有潜质的企业投资，很多外国的股票

市场，特别是创业板市场都欢迎其他地方的企业到其股票市场上市。虽然我国股

票市场现时不对外开发，但随着进入世贸组织，很多行业都逐步对外开放，待条

件成熟，我国股票市场也会放开，接受外国企业到我国股票市场上市，允许外国

投资银行、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我国本土企业。因此，我国法律法规要与国际接

轨，在此大环境和大气候下，对风险概念的解释和标准应与外国对风险的理解相

符。 

（四）风险概念的法律释义建议 

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在大庆联谊和申银万国上诉案中，采取了一条路线――

以其通常理解确定有关“系统风险”的定义，这条司法解释路线接近于英美普通

法系法官所经常使用的字义规则（Literal Rules）。字义规则是按成文法条文的

字面意义解释，取其最明显、正常和常用的意义。如果依据字义规则去解释“风

险”，则我们需要考察“风险”一词在世界上经常使用和明显、正常的意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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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风险”的字面解释在我国学术界中持可能性说占主流地位，甚至世界知名和

流传甚广的牛津字典亦采可能性说。而在法律层面上的定义，国外的一些法规和

案件中对风险的定义似乎都采用了可能性说。因此，笔者认为对“风险”概念的

理解，除非成文法条文另有规定，应从可能性说理解成文法条文中的“风险”一

词，即：风险是指由各种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的行为主体蒙受损失的可能性。采可

能性说对风险从法律层面进行较完整的定义并且有提供论据支持目前在国内法

律界尚未有先例，可说是笔者的一个创新论点。 

如果要每一个法律法规都在其条文中作出上述定义解释，既没有必要，也不

可行。最有效的方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中的“风险”作出司法解释。

如果采纳上述意见对风险在法律上加以诠释，则我国绝大部分的法律法规中所提

及的“风险”一词，例如“道德风险”、“内幕交易风险”等等，或与“风险”

联合构成的“风险管理”、“风险防范”、“风险控制”等都能具备一致的、协

调的、合理的解释；对于大庆联谊和申银外国上诉案对“系统风险”一词的定义，

那种避重就轻的做法也不再需要，直接可界定“系统风险”为：某些对证券市场

阐述的风险因素使证券市场上所有的证券都出现价格变动的现象，令证券持有人

或金融机构蒙受损失的可能性。这种风险为个别企业或行业所不能控制，投资人

也无法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 

对于国资委 2006 年 6 月 6 日发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笔者

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后，有关部门按照风险可能性说对其指引作出

适当的修改，使我国法律法规在风险这一概念和诠释上达至一致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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