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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股市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思路
t

许经勇

徐清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股票市场也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短短几年, 股市取得了令
世人瞩目的成就, 但总体相对而言, 我国股市仍然稚小、
脆弱, 市场承受力有限, 目前仍未完全
摆脱徘徊的状态。我国股市尚待继续深化改革和不断完善, 使之朝规范化、
理性化、国际化方
向发展。因此借鉴国外同业经验, 探讨我国股市的发展思路成为必要。
一、
我国股市的发展沿革
世界银行金融专家阿格迈尔( A. W. Agt mael) 把发展中国家新兴股市的演讲过程概括为
潜伏阶段、
操纵阶段、
投机阶段、
调整阶段和成熟阶段。我国股市属新兴股市的范畴, 迄今为止
的这一进程, 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 一) 潜伏或起步阶段( 1984 年 ) 1990 年 4 月) , 股份制改造试点开始于 1984 年。是年 11
月,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由于当时人们的投资意识还相当薄弱, 大
多处于麻木状态, 反应是冷淡甚至冷漠的。如 1987 年 5 月, 深圳股市成立初期, 深圳银行为筹
集到成立银行所需的资本金, 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793 万元, 每股面值 20 元, 共计 39. 65 万
股, 但认购柜台很少有人问津。在市政府机关干部带头认购下, 只完成发行计划的 50% , 其余
部分由政府出面动员几家国营单位分摊, 到 1990 年 3 月, 深圳和上海股市仅有 5 只和 7 只股
票, 共发行 45. 9 亿元, 当时发行的股票不仅数额有限, 而且极不规范, 许多股票未经任何部门
批准, / 保本保值、
按期归还0印在股票上, 名为股票、
实为债券。据统计, 这一时期发行的股票
中的 90% 属于债券性质的/ 股票0, 而且证券管理经验不足, 法规不健全, 缺乏宏观调控。
( 二) 发展或操纵、投机阶段( 1990 年 4 月- 1993 年 2 月) , 这一时期, 股票不仅发行欠规
范、
采取现金收据形式, 且供求失衡, 导致了股价的异常暴跌。1990 年 4 至 6 月, 处于狂热阶
段, 市盈率达 20 倍左右, 6 月至 11 月, 处于整顿和暴热并存阶段, 市盈率达 73 倍, 黑市达到
100 倍, 由于深圳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管制措施, 特别是将涨跌停牌制度规定的涨幅由
1% 调整低为 5 j , 从 12 月起, 股市进入暴跌。1991 年 9 月中旬, 一批金融机构筹集 2 亿元资
金入市, 托起发展银行股票, 止住深股的跌势。随着新股入市, 到 1992 年 8 月市场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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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20 家, 市盈率 65- 75 倍, 股价盘旋上升, 由于股民风险承受力低, 盲目性强, 深圳股
市导演了一场活剧, 即/ 8. 10 风波0, 从此二级市场一蹶不振。
( 三) 调整阶段( 1993 年 2 月至今) , 这一时期股市高速扩容, 股市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深沪
股市在每月几只新股上市扩容的压力制约下, 进入漫长的调整阶段, 且逐步趋向规范化。资料
表明, 1991 年我国仅有 14 种上市股票, 到 1993 年底, 深沪上市股票已达 215 种, 1994 年底深
沪上市公司的全部 A 股上升到 288 种, 到 1996 年 1 月, 深沪上市股票已达 338 种。此外还有
更多的数以千计的公司发行了内部股, 两网系统即 ST AQ 和 NET 开通, 使法人股得以上市转
让, 到 1996 年 1 月, 上市法人股 14 种, 其中 ST AQ7 种, NET 系统 7 种。期间规范化表现在:
第一, 股市交易已形成/ 证交所 $ $ 证券公司 $ $ 兼营证券交易的营业部 $ $ 证券交易代办
点0的交易网络格局, 股票本身也由现金收据式向规范化股票转变, 由过去的/ 一户一票0向/ 一
手一票0转变, 并且股票业务操作与逐步实现电脑化, 无纸化; 第二, 股票市场管理体系初步形
成, 证券委、
证监会、证券业协会、
证券经营和中介机构( 如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律师、
会计师事
务所等) 先后成立, 从而为证券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三, 股票市场法规建设逐步走
向健全, 5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6、
5公司法6等法规及其实施细则相继出台, 为股市的
统一、
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
当然, 由于时间仓促、
经验不足等原因, 我国股市仍存在不少问题, 从总体上看, 中国股市
还不成熟。
二、
我国股市面临的问题
由于我国股市还很年轻, 因此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规范之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在股市起步阶段未能及时扩容, 以深股为例, 1990 年由于只有 5 只股票, 而股民投资热
情一再高涨, 实际上当年一只新股未上, 使股价在 11 月急剧攀升, 这本是市场扩容的大好时
机, 却直到 1991 年 6 月才增发/ 宝安股票0, 相差 15 个月之久。1992 年至 1994 年, 形势又急
转直下, 由于政府的参与及支持, 发行股票的企业增长较快, 上市公司数量亦大量增加, 大规模
扩容蔓延, 因资金需求没有同步跟上, 扩容速度超过了市场的承受能力, 导致股市供求失衡这
是我国目前股市徘徊的基础性原因。
2. 目前股票的发行与上市流通采取联动机制( 即公司发行完股票即行上市的做法) , 它虽
然在短期内能够提高公司的知名度, 增加股市供给总量, 却不利于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而这
是我国股票市场特殊的首要功能) , 不利于股市的稳定与协调发展, 翻牌公司和股市不振足以
说明这个问题, 前一段时间, 证券委和证临会宣布对上市公司实行为期半年的辅导制度, 这一
举措仍与国际惯例有一定的差距。
3. 上市公司股票的发行存在/ 特权式的发行价格0, 即国有股按评估增值后的国有资产价
值以 1: 1 的比例折股, 持股者为政府有关部门; 法人股按低价水平认购, 持股者为法人; 个人按
高溢价水平认购, 持股者为持有大陆身份证的公民; 外资股按中等溢价水平认购, 持股者为非
居民和港澳台同胞。可见, 同股同价, 同股同权, 同股同利的/ 三同0 原则在我国的上市公司当
中几乎是一纸空文。而且股市交易明显不公, 每一个证券交易部门为争取大户, 允许大户搞买
空卖空和透支交易, 从而使大户在交易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更令人不平的是, 有些证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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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大户依据雄厚的资金实力, 操纵股市。
4. 股票流通市场明显呈现出封闭状态。国家股的股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转让; 法人
股的股份大部分不能在深沪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只有少部分严格限制在NET 系统和ST AQ
系统内流通; 个人股的股份部分可以在上交所或深交所挂牌交易; 外资股的股份只能在我国的
B 股市场、
香港地区联交所和国外证券市场上流通, 而且所有上市的国内公司, 要么选择上交
所要么选择深交所, 一家公司的股票不能同时在两家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5. 在股票发行规模管理方面, 证券主管部门主要是额度管理, 这在股市发育初期和试点
阶段, 也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随着时间推移, 其缺陷也日益暴露, 首先全年发行/ 总盘子0的
框定凭主观想象, 缺乏论证和客观依据, 要么发行量小, 供不应求, 要么高速扩容, 供过于求; 其
次国家切块下达分配上市计划, 这种分解是/ 撤糊椒面0方式, 由于东西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省
市存在差异, 加之思想观念落后, 结果出现上市公司良莠不齐, 为股市的稳定发展带来了隐患;
最后, 各省市在争夺/ 盘子0的过程中, 极易诱发/ 寻租0行为和腐败现象。额度管理带有明显的
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痕迹。
三、
我国股市未来发展思路设想
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已不容许股市反复摔打、磨炼、冲击式的自然演进、自发成熟。
同时为了使我国的股市尽快和国际接轨, 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因此必须寻求一条/ 捷径0, 即借
鉴外国同业经验, 通过政府的有意识推动和大力促进, 主动引导我国股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走向完善和成熟。
第一, 严格上市公司标准, 适当抑制股市的过度扩容。股市的发展, 关键在于按股份制原
则管理公司。股票如果没有公司优良的业绩支持, 股市就具有很大的系统风险, 股民或投资基
金通过股票组合仅仅能回避单只股票风险的不确定性, 对于股市中的系统风险是无法进行分
散回避的, 难怪当前股民入市谨慎了。为此应对现有的股份公司实行整顿, 促使经营机制的真
正转换。而对新股的上市, 应严格标准。放眼世界, 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对股票发行后的上市作
了明确规定, 如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规定, 股票发行后至少要有 5 年时间才能上市, 且近 3 年
必须有较好的经营业绩, 最初一年要在 2 亿日元以上, 次一年要在 3 亿日元以上, 最近一年要
达到 4 亿日元以上, 香港和台湾地区把这个准备阶段称为/ 辅导过程0。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
和上市基准, 客观上对公司产生了一种压迫机制, 迫使公司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改善内部经营管
理机制和提高盈利能力上。1994 年 7 月中国证券委和证监会虽然宣布对上市公司实行半年
的辅导期制度, 但笔者认为目前正确的抉择应是对股票发行和上市流通间隔 2- 3 年, 并对其
间的盈利水平有一个量的限制, 这不仅因为有助于上市公司素质的提高, 而且因为前几年股市
过度扩容现在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以深市 A 股为例, 1991 年 6 只, 1992 年 24 只, 1993
年 76 只, 1994 年 10 月 125 只, 1996 年 1 月 142 只, 如此倍数递增, 明显违背股市发展规律, 而
台湾地区股市从 1962- 1971 年 10 年间新上市股数分别为 5、
8、
6、2、1、2、
0、
3、4 只, 增加速度
非常缓慢, 两岸形成鲜明对比, 这就不难理解大陆股市的大起大落后。
第二, 在股票发行方式上, 我们已进行了多次尝试, 从最初的有限量和无限量发售认购表
方式, 到认购储蓄存单方式, 以及竞价发行、
定价发行、预缴款比例配售方式等, 其中竞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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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公募、间接的有偿发行方式是国际证券市场发行股票的一种较为普遍和规范的做法,
其一般程序是承销商以投标方式与其它购买者竞争股票的发行权。在取得发行权后, 承销商
再向投资者推销, 从深沪证交所通过交易系统以竞价方式发行股票的试点来看, 竞价发行方式
已经显示了比其他发行方式更突出的优点: 减少了发行中间环节, 节约了认购成本, 多向选择
给上市公司和承销商以巨大的压力, 减轻了投资者不必要的负担, 股价通过市场竞争确定, 有
利于股票发行价格的合理化。
第三, 适时推出信用交易方式。信用交易又称保证金交易或垫头交易, 投资者仅付一定数
量的保证金即可买进所需要的股票, 价款差额由经纪人垫付, 从国外股市信用交易的实践中来
看, 它的有效性关键取决于运作机制和管理方式, 对经纪人和投资者的保证金比率、融资融券
的额度、
比例、
期限等都有严格的管理, 目前这种交易占日本股票交易总额的 1/ 3 左右。它对
于活跃股市的意义很大, 因为投资者仅需少量资金便可买卖股票, 可大幅度增加市场上股票交
易的数量, 同时投资者又可进行手持股票的套头交易( Against t he Box ) , 适时推出信用交易方
式, 既可为我国股市向高层次发展打下基础, 又可使我国股市在交易方式方面早日与国际股市
接轨。
第四, 从我国股票发行管理的趋势而言, 应该变/ 额度管理0为/ 质量管理0, 现阶段由于我
国企业改革尚待深入, 主管机关经验还不丰富, 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员素质的提高还有一个过
程, 审批制依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但按照国际惯例, 应逐步从单纯的审批制向审批与注
册制结合过渡, 证券委和证监会将发行条件和标准公开, 成熟一个公司批准一个, 并有一个较
长的辅导准备期, 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定不允许发行股票, 宁缺勿滥, 充分保证发行公司的质
量。发行方向要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 严格要求发行公司向公众披露有关信息, 保证股
票发行与交易的公开性, 使投资者有机会作比较合理的投资判断。
第五, 培育机构投资者, 大力发展和完善股票投资基金, 不断扩大其投资比重和规模, 为其
在股市中扮演/ 平准基金0的角色提供条件。这是一个/ 一石两鸟0的选择, 一方面, 基金的入市
将给股市带来活力, 另一方面, 又有助于散兵游勇式的中国股民规避风险。当前广大股民寄投
资基金以重托, 看好投资基金能为股市/ 输血0, 从而成为股市的稳定力量, 但能否胜任前提是
投资基金得到长足规范发展, 包括基金的规模扩大、
种类增多、
结构优化等方面, 只有相当规模
的不同种类基金相互之间进行有序竞争, 才能避免少数基金大户轻易兴风作浪、
散户追涨杀跌
的同频振荡现象。就目前成立的 70 多只基金看, 大多是封闭契约型基金, 其运行尚需规范, 证
监会等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投资基金的监管, 规定投资公司管理的基金用于证券投资的最低比
率, 最低变现率以及按期向主管部门提供材料, 包括提交证券买卖的明细表。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沙普林博士曾指出: / 从诞生商品经济社会以来, 给予人们致富的机遇
先后有三次, 第一次是商业贸易, 第二次是高科技开发, 第三次是股票金融。
0外国金融专家也
预测, 在未来 15 年内, 中国股票市场将是全球最大市值的股市, 完全有理由相信, 经过 10 多年
努力, 中国股市将是全球最成熟、
功能最齐全的股市之一,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 作者单位: 3福建厦门市4厦门大学经济学系, 邮编: 3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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