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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个证券登记结算体系的创建和开拓

柯伟祥

百天筹备 新中国第一家

证券登记公司诞生

1990

年

10

月

26

日，人民银行下

发金融业务许可证，批准新中国第一

家证券登记公司———深圳证券登记

公司成立。

提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老一代

的股民知道， 这是开股东卡的地方，

你只有去登记公司开了股东卡，拿着

股东卡才能去证券公司开户买股票。

为什么要有登记公司？ 登记公司怎么

运作？ 登记公司在证券市场起什么作

用？ 这些问题非专业人士不会去关

注，对于

1990

年初入此行的我来说，

更是个挑战。

1990

年上半年， 深圳出现股票

热。 仅有的特区证券等三个柜台营业

网点，人山人海，很难挤进去。 红荔路

边上兴起了“黑市”交易，股价波动离

谱。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刚刚来过，为统

一管理并规范股市交易， 筹划中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预计

12

月开业。

1990

年

6

月

16

日，张鸿义副市长把我和农

行的许行长找过去说， 市政府研究要

赶快成立股票过户公司， 事先已经研

究要搞交易所，发现光有交易所不行，

还得有过户公司， 要不然股票交易过

户怎么办？登记怎么办？叫我们两个赶

紧去筹备股票过户公司。 当时对这方

面是一无所知， 但是特区的环境就是

让人敢闯敢试，于是我接下这个重任，

开始忙碌起来。

筹备开始了，可是政府没有拨款，

许行长让我写了一个条子， 从农业银

行信托公司借了

3000

元钱，这是登记

公司的第一笔钱， 我用它买了几辆自

行车，几顶草帽，来一个人给一辆自行

车，给一个草帽，就这样开始了工作。 公

司得有个办公的地方，红岭路上武警七

支队的礼堂刚好空着，我赊账租下了这

个场地。 那个礼堂里有个舞台，就买了

两张席子扔在舞台上， 深圳天很热，员

工有时候晚上加班不回家，就睡在那个

席子上，这样就开始设计流程，开发软

件。 那时候找了大量香港、台湾的资料

来借鉴，又把特区证券公司、中行信托

比较懂行的人请来帮忙，设计出了最初

的股票过户公司基本业务流程。

1990

年

7

月

16

日， 筹备组提交了

《关于过户公司筹备工作问题的请示》。

8

月

18

日，市政府发文批复成立证券过

户公司。 登记公司最初市政府批下来就

叫证券过户公司，过户公司名字是从香

港学的，香港股市当年在没有实现无纸

化的时候，它有几十家开展股票登记过

户业务的公司，港交所的上市公司分散

在若干家公司登记和过户，有些会计行

也做这个事，行业内叫过户公司，所以

开始我们学香港的， 成立一个过户公

司。 后来随着我们对资本市场证券登记

结算这一专业体系的深入了解，才感觉

不对，所以很快我们就提出来，这个公

司不能叫过户公司，应该叫证券登记公

司，就打报告给政府，更名叫证券登记

公司。

1990

年

11

月

26

日，深圳证券登记

公司开业，这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登记

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之后的

12

月

1

日也开始营业。 中国股市有了第一个专

业的证券登记托管机构。

集中登记

从一户一票到一手一票

为了规范市场， 杜绝黑市交易，交

易所开业后要把所有的柜台委托集中

到场内进行交易，登记公司要提前做准

备。 第一步是集中登记，将股东名册集

中登记，把原来的“一户一票”股票换发

成标准股票。

在这之前，股民手中的股票是“一

户一票”， 是指一个人无论买了多少股

股票，只发给他一张纸质股票，在这张

股票上标明了实际购买的数量。 这种实

物股票，在实际交易中，特别是行情好、

交易频率高时，比较麻烦。 他如果全部

卖掉好办，再打一张给买家，但是卖一

半怎么办？ 得把这个股票一分为二，得

重新打两张股票出来，这会引发很多弊

端。 于是登记公司就设计换发“一手一

票”的标准股票。面值统一规定为每股

1

元， 每

500

股或者

100

股为

1

手， 每

1

手发行

1

张标准股票。

这种标准股票借鉴了香港证券市

场转手纸的设计，背后有转让登记的格

子，可以登记转让

10

次。 当时在特区证

券柜台交易的只有深发展、 深万科、深

金田、 深安达以及深原野

5

只股票，人

称深圳的“老五股”。 深安达的股东人数

少一些， 换发标准股票就从深安达开

始。 开业的第一天，不少人把自己家里

的深安达股票拿来，凭身份证开户登记

好之后，换成新的标准股票。 也就是在

登记的同时，股民第一次拥有了股东账

户卡。

崭新的标准股票，交到股民手里之

前，被重新设计、印刷、盖上钢印、清点、

分拣、装袋、核对，这个繁琐的过程，登记

公司均参与其中。对于所有员工来说，需

要认真细致，还要吃苦耐劳，才可以扛下

来。 那时候每天都要加班，中午也营业，

轮换吃饭。 每一家公司的股票都要重新

设计， 人民银行总行让印钞厂专门把防

伪的印钞纸拿出一批来给我们印股票，

每家股票要到北京印钞厂去印。 股票印

回来以后，还要盖钢印，员工戴着手套都

要打出血泡，而且一个钢印太慢了，特别

是像万科、发展银行这种股东多的公司，

万科的股东特别多， 我要求万科郁亮多

做几个钢印，否则会误事。 所以万科、发

展银行后来都向公安局申请做了好几个

钢印，几个人一起盖，这个是劳动强度最

大的。

集中登记后， 股票的转让是人工和

电脑辅助进行。白天在柜台办完业务，晚

上要录数据，再把股票准备好，每一个股

民标准股票是多少，要给他盖章、装袋、

分拣好、 编好号， 标上什么时候他会来

取，所以那时候非常忙，大家经常工作到

半夜。 直到

1991

年

4

月

3

日，深发展在

交易所挂牌集中交易，

5

家上市公司股

票全部换发为标准股票，实现集中交易，

登记公司也由此完成了股东和上市公司

股份数据的集中登记，这在当时的中国，

尚属首例， 登记公司全体员工为此付出

了艰辛的努力。

集中托管

实物股票成为历史

实物股票的印刷要花钱，存在遗失、

盗窃、仿冒的风险。 交收过程费时费力，

效率低下，肯定不能适应市场发展要求。

于是我们很快就设计提出了集中托管方

案。 就是把所有的股票集中起来托管到

登记公司，全部电子记账。 类似于银行，

股民凭股票存折交易， 不再拿实物的纸

质股票。

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投

资人不习惯， 还是要拿一张票才安心。

我说那张票还在， 但是放在登记公司。

后来我们颁布规则， 从某月某日开始，

你不能拿着实物股票来卖，你先得去托

管，把它交到登记公司，我给你一个存

折。 股民也可以继续保留股票，我们不

强求你交回来， 但是你要买卖的时候，

就要托管了。 我们要实现股票交易的非

流动化，还不叫无纸化。 就是实物股票

不流动了，股票还在，只是它的记录数

据在流动。

在经过多次讨论之后，

1991

年

12

月

28

日，深圳开始实施《股票集中托管

实施细则》， 要求股票集中存放在深圳

证券登记公司。 股民未办理集中托管的

股票不可交易。 股民要在券商处开立托

管账户，在何处托管的股票就在何处卖

出，已经托管股份可以转托管。 股票交

易的清算、过户登记、交割实行账面记

载制度。 到

1992

年的

3

、

4

月份，深圳上

市的实物股票全部进了仓库， 实现了

“无票交易”。

然而，旧股票虽然收起来了，但新发

行的上市公司仍然还在印刷股票， 怎样

堵住这个口子， 在发行阶段就实现无纸

化？我们抓住了一个好机会，就是深圳发

行的第一只

B

股。

其实

B

股无纸化更困难，境外更接

受不了，特别是香港投资人不能接受，我

想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后来跟香港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新鸿基证券等谈这

个事，每次见面都谈，他们说，“你怎么对

这个事这么感兴趣”，我说，“不是我个人

感兴趣，这是关系到我们将来的发展”。

他们说，“你这张纸不给，很多投资人接

受不了，发行可能会受影响”。 我说，“应

该不会，香港有香港的习惯和香港资本

市场的游戏规则，深圳的

B

股应该有它

的游戏规则，你们负担太重，很难转身，

现在我们

B

股是一张白纸，为什么要把

沉重的这张纸的负担又背起来呢”？ 跟

他们讨论到最后，大家互相妥协一下，我

们从南玻

B

股开始，纸可以给，但给的

不是股票，我们不印股票，就打印一张股

权证明书给你，你不要的，我就给你记录

在案，有个

B

股账户，是一个电子数据，

就像银行卡里面有钱一样。 需要股权证

明书的投资人，可以提出申请，根据我们

的规定，交几千港币的费用才能拿到纸

质股权证明书。香港方面接受了，南玻

B

股成了第一只无纸化发行的股票，从此

开始，

A

股的发行也不再印刷实物股票，

深圳证券市场正式进入了无纸化时代。

分布式登记 深圳证券市场

从区域走向全国

将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发展成为一家

现代化的中央结算公司，一直是我的梦

想。 这种想法源于当年看到的一份权威

报告。

1991

年到香港参加世界结算机构

的一个会议， 会上提到了

G30

报告，就

是《国际

30

人小组关于证券结算与交收

统一标准的建议》，也叫国际

30

人小组

报告。

1987

年股灾以后，全球主要市场

就检讨股灾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结算交收系统存在问题，因为资

本市场的结算交收系统不完善、不科学，

在股灾发生的时候反而推波助澜，加剧

了市场波动。 所以全球各地的金融资本

市场，以及法律方面的

30

位专家，经过

一年多的研究，大概是在

1989

年的时候

完成了这份报告，提出了国际证券市场

结算交收方面的九点建议，就叫

G30

报

告。 我请香港的周文耀先生帮忙找了一

份报告，赶快组织人翻译、研究，搞了几

个月。 当时我们缺乏经验，很多概念不

清楚，所以多次去找香港的结算登记机

构一些同行帮忙，他们很热心，帮我们纠

正一些概念。 翻译完成之后一看，我就

认定必须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设计建设

我们的结算登记体系，当时就看准了这

个方向，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

有了这个方向，还要考虑深圳的具

体情况。 当时深圳市场已经吸引了全国

的投资者，“

8

·

10

”事件时有数十万人从

全国各地涌到深圳，酿成了群体性事件。

怎样让投资者在他的所在地就能参与深

圳股市交易呢？ 深圳证券市场需要从一

个区域性市场走向全国，可是深圳当时

的基础设施比上海落后许多，连长途电

话线都没有几条，通讯是个难题。 怎么

能登记到投资者的数据、上市公司的数

据呢？

“分布式登记，集中结算”的登记结

算体系应运而生，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

这是我们迫不得已的选择。 到全国各地

设立证券登记机构，让各地机构就近登

记当地股民和上市公司的数据，再通过

快递磁盘或者夜间通讯传到深圳。 囿于

现实的权宜之计， 成了深圳证券市场走

向全国的突破之举。

1992

年

11

月，首家

异地证券登记机构———合肥证券登记公

司通过验收。

4

个月后，在深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

证券登记业务联席会，当时已有

30

个大

中城市建立了证券登记机构， 通过验收

并投入运作的异地登记机构有

22

家。 集

中结算， 分布式登记的全国性证券登记

清算网络基本形成。 到

1993

年底，深圳

登记公司共协助建立起

56

家证券登记

机构，遍及除西藏、台湾之外的全国各个

省份，辐射全国的证券登记、清算网络基

本建成。 这些证券登记机构

1993

年共为

190

多万户投资者办理了开户，为到深圳

交易所上市的

41

家异地公司完成发行

登记， 为各地股民买卖深股办理了

400

亿元的清算过户， 扮演着证券市场 “会

计” 角色， 成为深圳证券市场与异地股

民、 异地券商和异地上市公司沟通的桥

梁， 为深圳证券市场走向全国性市场作

出了贡献。

1993

年，除西藏、台湾、宁夏以外，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已经超过

200

家，

其中

60

家已经进场交易。 不过，由于通

信线路不能满足要求，股市行情、委托和

成交回报信息无法及时收到。 我调任深

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后主抓技术条

线，成立了卫星通信公司，尝试用卫星来

传送证券行情，到

1994

年

8

月

29

日，深

圳证券卫星双向通讯系统正式开通，外

地股民也和深圳本地股民一样， 下单之

后可以马上看到自己的成交回报， 登记

结算的通讯条件也因此大大改善。

建设中央结算系统

为资本市场发展打好基础

1991

年

12

月， 我们完成了

G30

报

告的翻译工作。

1992

年

6

月， 我们开始规划建设深

圳中央结算体系， 并向主管机关和国内

外部分专业人士发出了 《深圳中央结算

公司可行性报告》咨询意见稿。

1993

年

5

月， 深圳市政府正式决定

由我负责筹建深圳中央结算公司。

1993

年

11

月，《深圳中央结算业务

规则》咨询意见稿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1994

年

4

月，《深圳中央结算业务规

则》（第四稿）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实施。

1994

年

9

月，在

IBMAS/400

电脑上

开发运行的中央结算系统获得成功。

1995

年

3

月，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

立深圳证券结算公司。

记得当年我常跟员工们讲一个逻辑

关系：“登记公司出问题，影响到交易所，

交易所出问题，影响到股票市场，股票市

场出问题影响到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改

革出问题影响到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

业改革出问题影响到中国的前程。 因此，

咱们在干的是一件伟大的事。 ”

2010

年

5

月， 由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体系的创建

开拓，我被授予了“中国证券市场

20

年

特别贡献奖”。 这是对我个人的鼓励，也

是对证券中央结算系统所有开拓建设者

们的肯定和鞭策。

回顾参与证券登记结算体系创建开

拓的五年，那是我与同事们拼命工作、激

情燃烧的岁月。 感恩伟大的改革开放时

代，感恩给予我们指导、支持、宽容的所

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