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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老照片， 一组组鲜活的数

据，一段段精彩的视频，一件件珍贵的

历史文物———在中国资本市场

20

周年

成就展上， 笔者被资本市场这

20

年来

的发展历程所感动。 当然，更多的是因

为它的历史、它取得的成就，还有它的

发展带给我们的启示。

12

月

12

日， 由中国证监会主办的

中国资本市场

20

周年成就展在北京展

览馆正式开幕。 时值冬天，展览馆外北

风劲烈，馆内却生机勃勃，因为这里展

出的是一个 “

20

岁小伙子”———我国资

本市场成立

20

周年的“青葱岁月”。

20

年前，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继成立为标志的我国资本市场

正式起步。

“看到这些图片，很感动。 资本市场

走过这

20

年确实不简单。 ”笔者在参观

时无意听到一位同行者自言自语道。

怎能不感动！ 看着那一张张老照

片，仿佛走进时光隧道，看到一群年轻

人群情激昂，日思夜想，梦想着建造中

国自己的资本市场；看到上海静安证券

营业部人头攒动， 原纽交所主席约翰·

凡尔霖几乎转不开身；看到尉文渊手拿

棒槌，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第

一声锣。

有青春就会有梦想，有梦想就会有

力量。 如今，经过

20

年的发展，中国的

资本市场已初步建立。 当年写在上海静

安证券营业部小黑板的股票只有两只，

如今已发展到超过

2000

只； 沪深两市

总市值已经超过

27

万亿元， 在全球排

名第二； 两市开户数达到

1.32

亿户，意

味着在中国每

10

个人之中就有

1

个人

是股民。

“资本市场是中国最市场化的一个

市场，没有一个市场能够像资本市场这

样能够代表 ‘市场化’ 在中国走过的

路。 ”在参观展览过程中，一位老者不禁

感叹。 这既表达了中国资本市场在成长

过程中走过的歧路、 遭遇到的困惑，也

表达了资本市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开

辟了一条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姓社姓资”

争论，到“为国企脱困”定位，再到股权

分置改革；从

327

国债期货事件，到股

指期货、融资融券平稳运行；从证券公

司挪用客户资产等问题集中爆发，到分

类监管的全面推开———我国资本市场

开辟了自己的天地，也遭遇了“成长的

烦恼”，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资本市场

20

周年成就展，展

出的并不仅仅是资本市场

20

年来所经

历的艰辛历程、取得的成绩，更为重要

的是展出了这

20

年来， 中国资本市场

以其青春活力，筚路蓝缕、开拓一片新

天地带给我们的启示： 唯有改革开放、

积极探索、不怕挫折，才能不断壮大我

们的资本市场， 唯有完善健全法律法

规、坚持“三公”原则、保护投资者利益，

才能造就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国股市。

祝中国资本市场

20

岁生日快乐！

也祝愿中国资本市场在下一个

20

年，

下下一个

20

年， 不断实现一个又一个

梦想！

有梦想就会有力量

———中国资本市场 20周年成就展印象

肖 波

2010年正值中国资本市场建立 20 年周年。 由中国证监会主办的《资本市场 20 周年成就展》可谓正逢其时。 它回顾了我国资本市

场发展历史，展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成就，包括‘历史回顾’ 、‘发展成就’ 、‘贡献作用’ 以及 11 个专题展等部分。 展览以大量图片、

数据、史料、视频等方式，展现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国资本市场的成长史，生动再现了我国资本市场从建立初期的不规范、不健

全逐步走向规范发展的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历程，集中展示了 20 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工作的高度重视与亲切

关怀，充分反映了资本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的重要贡献。

风雨兼程二十载 中国资本市场硕果累累

证券时报记者 肖 渔

20

年， 在人类历史上弹指一挥间；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土地上，从

1990－2010

年的

20

年间， 中国的证券

市场却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

区域到全国的迅猛发展，在很多方面跨

越了一些成熟市场几十年甚至是上百

年的道路。

如今，这个为世界所瞩目的新兴市

场已经从

20

年前的

10

来家上市公司、

几十万开户投资者、 不足百亿的市值，

跃居到世界前三大证券市场之列。 如

今，沪深两市有超过

2000

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接近

27

万亿， 投资者队伍更是

数以亿计， 沪深两市共有

A

股有效账

户

1.3

亿户。

20

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不断完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

板相继创立并不断成熟；

20

年来，资本

市场的交易品种日渐丰富，从市场成立

之初仅有股票、 国债等少数交易品种，

发展成为包括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权

证、公司债、可转换公司债、资产证券化

产品、国债回购、商品期货以及融资融

券、 股指期货等在内的投资产品体系，

中国资本市场的结构更为平衡、 合理，

市场层次更为丰富。

20

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体运行

质量和效率有效提升。股权分置改革的

攻坚战解决了长期影响市场发展的历

史遗留问题，并使上市公司质量和治理

水平全面提高；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完

美一役又使证券公司质量显著提高，机

构投资者队伍不断扩大。 此外，股票发

行体制改革的循序深化，股指期货和融

资融券业务等市场创新业务的有序展

开，使资本市场运行的整体质量和效率

得到不断优化。

20

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

更是硕果累累。 从《公司法》、《证券法》

的不断修订完善，到证监会层面围绕证

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等方面推出的一大批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我国证券市场已基本形成了与市

场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资

本市场的法律基石愈加稳固。

20

年来， 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地

位和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随着

QFII

和

QDII

等一系列对外开放制度的逐步

推行，随着“国际板”的呼之欲出，我国

资本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对外开放和对

内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中国资本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当然，

20

年中， 中国资本市场也曾

经历各种坎坷， 但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

推动下，中国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制

度不断完善、 证券经营机构和投资者不

断成熟， 迄今已逐步成长为一个在法律

制度、交易规则、监管体系等各方面与国

际普遍公认原则基本相符的资本市场。

纵观我国资本市场

20

年的风雨兼

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是中国经济改革

发展的内在需求催生了资本市场，而我

国资本市场也从开始出现的第一天起

就始终屹立在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的前沿，服务

国民经济发展全局。随着市场经济体系

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市场化资源配

置的需求日益增加，资本市场也逐步成

长壮大，在经济体系中发挥了日益广泛

的作用。

资本市场的建立发展，有力地推动

了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加快了资

本的形成、聚集和流转，提高了资源配

置效率， 推动了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同时，资本市场也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

的不断完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健

全，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

积极贡献。

比如， 我国资本市场通过有效引

导资源的聚集和流动， 促进了技术转

化，鼓励创业投资，实现优胜劣汰，日

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平

台；资本市场通过并购重组的平台，促

进了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资本市场

的创新发展，支持了中小企业和创新产

业的发展；资本市场为经济体系提供了

风险管理工具，为经济运行提供了长期

的稳定机制，也为广大投资者通过资本

市场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创造了条件。在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战略部署的过程中，资本市场

又能通过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不断推动形成有利于经济转型与发

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

2010

年正值中国资本市场建立

20

年周年。 由中国证监会主办的 《资

本市场

20

周年成就展》 可谓正逢其

时。 它回顾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

展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成就，包括“历

史回顾”、“发展成就”、“贡献作用”以

及

11

个专题展等部分。 展览以大量图

片、数据、史料、视频等方式，展现了在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国资本市场

的成长史， 生动再现了我国资本市场

从建立初期的不规范、 不健全逐步走

向规范发展的不断探索、 不断进取的

历程， 集中展示了

20

年来党中央、国

务院对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工作的高

度重视与亲切关怀， 充分反映了资本

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

的重要贡献。

鉴往知来，思故图新。 经过

20

年

的突飞猛进式发展，又适逢国际、国内

形势风云际会之时， 中国资本市场正

站在历史的关键点上， 面临着新一轮

改革和发展的挑战。 因而，回望资本市

场的

20

年成就，无疑意义非凡，它将

使我们凝聚共识，理顺思路，促进资本

市场更好地发展。

我们坚信，资本市场的下一个

20

年， 一定能够继续为促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国民经

济和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