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靠改尺子的刻度来制造指数繁荣

桂浩明

有关上证指数是否存在 “失真”的

问题，最近市场上议论比较多。 有观点

认为上证指数长期滞涨，现在还不到十

二年前高点的一半，与实体经济状况不

相符合，存在明显的“失真”现象，应该

修改编制方式，以使得它能够准确地反

映中国经济以及股市的实际情况。

指数计算宜保持一贯性

证券指数的编制是一项很专业，也

很严肃的工作，上百年来，国际上已经

形成了成熟的指数编制规则。从理论上

来说，遵循一定规则编制的指数，在刻

画对应的市场变化方面，大体上是可以

做到客观、准确的。当然，由于市场上不

断有新的事情发生，在指数编制的某些

细节处理上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也是

应该的。 但就总的编制原则来说，无论

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不管是现在还是过

去， 都没有进行大规模调整的先例，也

是不必要的。 因此，这几年各国各地区

的证券市场虽然不断有新编制的指

数诞生，但原来的指数也都得到了延

续，特别是几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指

数，不但保留了下来，而且原来的编

制方法也是基本得到了沿袭。而这样

做， 保持了指数计算上的一贯性原

则， 使得其具有较大的历史可比性，

为人们研判市场、分析走势提供了很

好的工具。

在沪深股市中， 上证综合指数

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指数， 作为编

制时间最早的一个全样本股票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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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其影响力一直是最大

的。但反过来，对该指数也有很大的

争议， 主要是因为自

2007

年创出

6124

点的历史高点后，十多年来走

势相对比较平淡，因此就被认为“失

真”，不能代表中国经济的现状。

应该说，这十多年来国家经济的

确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GDP

成倍增

长，指数不涨反跌，看上去似乎是很

不正常。 但其实，指数表现的是客观

存在的股价变化，拿那些具有可比性

的股票现今的价格与多年前的价格

相比，当然有上涨很多的（如贵州茅

台）， 但也有下跌很多的 （如中国石

油）。仔细分析一下，应该承认下跌的

占比还很高，并且其中有相当数量的

是大盘股。它们从当年的几十元跌到

现在的几元， 跌幅超过

80%

的比比皆

是，加上权重又大，自然是把指数拖下

来了。因此，现在说上证指数位置低，一

个很大的原因是这些股票跌得太多。

显然，在上证指数样本股中，的确

有一批走势不佳的股票， 但作为全样

本指数，显然是不能把它们剔除的。在

这个意义上，上证指数其实并没有“失

真”。 如果一定要讲有什么“失真”，只

能说股市中上市公司的结构与现在的

经济结构不尽相同， 这才导致了指数

与经济运行上的不一致， 所谓的 “失

真”也就是这样来的。

至于有人说股市走势不好， 是因

为大家只看到上证指数， 这就有点本

末倒置了。 上证指数作为对上交所上

市公司走势的数字化刻画， 应该说还

是客观的， 不能因为行情不好而怪指

数编得不合理。 试想如果现在调一下

指数设计 （譬如把上证指数的基数从

100

点提高到

1000

点）， 也许刹那间

股指就会大幅度“飙升”，但这会使得

套牢的投资者因此而扭亏为盈吗？ 这

种数字游戏，除了带来虚假繁荣，没有

其它意义。

不能改尺子的刻度

话要说回来， 现行的上证指数不

是没有缺陷， 像在上交所上市的科创

板到现在还没有纳入上证综合指数的

统计范围， 如果说一年前刚推出的时

候，由于上市数量少、担心价格波动大

而暂时不放入指数的话， 那么现在已

经有

100

多家公司了， 走势也基本平

稳， 那就应该考虑让它们成为指数的

样本。 毕竟，它们的进入，会改变指数

样本股的结构， 提高科技创新企业的

数量，改变目前传统产业偏多的局面，

从而能够较好地贴近社会经济的现

状。 诸如此类的问题， 应该说还有不

少， 但解决起来并不需要改变指数的

编制原则，难度也不大。一旦下决心做

了，可以在保证指数连续性的同时，在

刻画行情方面变得准确一点。

这几年来， 中国资本市场不断进

行着改革， 其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也正在逐步得到体现。 而指数作为资

本市场运行的表征， 也的确应该适应

新的形势， 对于不能完整刻画上市公

司状况的瑕疵予以修改。但这种修改，

不是为了提高指数的位置， 更不是要

去营造一个指数上的牛市。说到底，指

数只是一把尺子， 它反映的是市场的

实际。尺子需要更加准确，但最终它还

只是表征市场。市场存在的问题，是不

能靠改尺子的刻度来解决的。

（作者单位：申万研究所）

沪指失真另一面：未“高” 先“胖” 修正之旅暗流涌动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作为中国股市编制的首个指数，上

证指数被市场视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

的代名词，在投资者眼中具有与众不同

的影响力。 不过，由于和其他主要指数

相比， 上证指数近

30

年来同期涨幅显

著偏低，因此，也不断被市场指责编制

规则有待优化、指数存在失真等问题。

有市场人士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

访时认为， 对应中国经济发展成果进

行考量， 虽然上证指数尚未明显 “长

高”，但是已经同步“变胖”。 从某种程

度上说，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深

入推进， 上证指数的自我修正之旅已

经暗流涌动。不过在此期间，也必然会

面临不少难题有待解决， 尤其是良好

的上市制度和市场生态的建立， 或是

重中之重。

沪指未“高” 先“胖”

从上证指数发布至今， 即将迈入

而立之年。 之所以在近期又被市场关

注到失真话题， 与上证指数对实体经

济的表征性不佳有关。

如果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么

指数就像带有刻度的温度计。统计数据

显示，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

规模较快增长，

2019

年名义

GDP

已经

是

2009

年的

2.8

倍， 同时实体经济结

构调整成效明显，消费替代投资成为经

济增长的新引擎，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提

速。但是，实体经济的这些变化，与同期

上证综指的表现形成反差。 基于此，有

观点认为，上证指数的编制没有反映核

心指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未能

真实反映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的成果。

资本圈对上证指数的失真问题确

实存在困扰。 北京金长川资本负责人

李毅（化名）对证券时报记者介绍，“指

数的失真不仅会削弱其作为市场行情

标准的价值， 还会影响到那些跟踪指

数决定投资方向或基于指数走势制定

交易策略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指数

失真往往会推升股指跟踪成本， 降低

股指在指数基金领域的影响力， 导致

市场上跟踪上证综指的基金数量明显

萎缩。 ”

此外， 指数失真放到国际市场上

比较，也会带来麻烦。“例如，在上证指

数不能反映中国实体经济增速和结构

变化成果的背景下， 往往会带来

AH

溢价指数的失真。 ”李毅表示。

不过也有人士并不认可这一观

点，认为“上证指数失真”这一判断，从

某种程度上说， 原因也在于市场工具

的错用。

中国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分

析师周茂华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

世界范围内，上证指数通常被视为代表

中国股市，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代名

词。在这种定位下，上证指数十年没涨，

与近年来创出新高的美国股市对比更

为明显。但是这种定位未必完全准确。”

周茂华认为， 上证指数更多反映

的是

A

股传统“大块头”的阴晴。“一方

面，部分传统周期股高价发行，多年来

科技类头部企业大部分又无缘

A

股，

仅这就造成上证指数整体所反映的多

是传统周期公司的行业周期。 另一方

面， 如果排除金融地产等周期股的表

现，绝大多数股票表现可圈可点，大消

费等指数的持续走高便是典型代表。 ”

周茂华为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

对比来看，

2000

年中国

GDP

突破

10

万亿元，

2019

年已达

99

万亿元；

2000

年上证总市值约

3

万亿元，

2019

年底

已达

35

万亿元，两者增长幅度堪称相

当。 因此，虽然

A

股尚未“长高”，但是

无疑已经“变胖”。

周茂华认为，在上证指数这一定位

下， 为减少指数失真对决策的影响，投

资者是完全可以参考中证

A

股、中证全

指、沪深

300

等其他指数，来综合验证

中国

A

股市场大中小市值公司的股票

价格表现。 “对各大指数的分析比较来

看，需要研究上证指数的走势来进行长

线投资布局，研究长线投资机会是否到

来，上证指数的这一作用可以说是无可

替代的。 ”

市场自我修正

有关上证指数“十年不涨”、指数

失真的问题， 近期有越来越多的行业

专家进行建言。 上交所近日也专门回

应， 在研究上证综指编制方法的完善

方案时， 将充分听取市场各方意见并

借鉴国际最佳实践经验， 在修订指数

表征功能的同时， 应尽量保证与现有

指数无缝衔接， 保证指数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但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 虽然

表面看来尚未“动刀”，但随着我国

资本市场改革正向深入推进， 上证

指数的自我修正，已经在暗流涌动。

例如，覆盖范围存在短板，这被

视为上证指数失真的重要原因之

一。 李毅介绍，“标普

500

、日经

225

指数、 沪深

300

等指数均为择优编

制且仅有有限的样本容量， 并对成

分股票定期更新。 由于表现不佳的

股票被定期调出， 前述指数表现较

好。但我国股市劣汰机制不完善，上

市公司较少退市， 如

ST

类股票仍

停留于股市之中， 导致上证指数的

表现相对羸弱。 ”

业内将这一现象称为 “幸存者

偏差”。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

雷指出，随着企业生命周期变化，上

市公司中微利或亏损类企业数量增

多， 绩差股没有得到充分出清和退

市，拉低了总体股指点位。 他建议，

在指数编制方法上， 不妨以有成长

性的成分股作为标的， 覆盖有代表

性的企业，且根据个股成长性，每年

调整，及时剔除甚至退市垃圾股。

周茂华认为， 这一掣肘随着注

册制的落地、 以及退市制度改革的

推进有望得以化解， 化解武器便是

A

股新陈代谢步伐的加快。

以

6

月

5

日为例， 乐视网等

3

只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今年以来，

已有

7

家上市公司被强制退市，

11

家上市公司通过出清式重组退市。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资本市场确

定退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与去年

全年持平，退市效率大幅提升，多元

化、常态化退市格局逐步形成。

同时记者也注意到，并非所有业

内人士都认可上证指数对“幸存者偏

差”纠偏的必要性。 财信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伍超明就不建议把上证指数的编

制剔除流动性比较差的

B

股和

ST

股。

伍超明分析说，“讨论上证综指编

制问题， 目的在于让指数更好地表征

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中有盈利能力好

的上市公司，也有较差的，如果以股价

波动大、 流动性差等原因剔除掉较差

的，主动过滤掉

ST

股，有掩耳盗铃之

嫌疑， 筛选任务完全可以交给成份指

数来实现。 ”

上证指数失真的另一重要原因在

于指数纳入的“高位接盘”。 根据上证

指数编制方式，新股于上市第

11

个交

易日开始计入指数。李迅雷认为，在最

高点计入上证综指， 之后进入漫漫熊

途的下跌通道，对指数拖累明显。

周茂华对记者分析说，“该缺陷在

深证成指等国内其他指数也同样存

在。不过新股发行改革的推进，相关掣

肘也有望化解。 ”

此外，金融股占比较高，编制上以

市值大小进行加权等因素， 也被视为

上证指数失真的重要诱因。 华宝基金

国内投资部总经理助理、 基金经理季

鹏指出，可以加重新经济的比重，降低

金融地产等周期股的占比， 采用自由

流通市值加权进行指数编制， 或者对

单一市值和板块给予权重上限， 减少

单一股票占比过高的问题。

调整难题犹存

在今年“两会”上，有委员建议，调

整上证综指编制方法， 提升指数表征

作用。 这也使上证指数失真问题再度

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坦陈， 虽然业

内对于修订指数表征功能等存在预

期，但是期间也必然会面临不少难题。

难题之一在于， 如果上证综指覆

盖对象由全市场变更为有限样本，将

极大改变上证综指的编制方式， 影响

上证指数的连续性。同时，指数背后是

巨量的资金，轻易改变，对具体执行和

上市公司影响都很大。因此，也有一种

观点认为， 上证综指编制方式是否需

要、 允许如此巨大的调整， 还需要稳

妥、综合、权衡各方面因素和利益。

此外，上证指数被赋予的表征意义

也被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值得商榷。 “从

目前来看，银行的确占据了大部分的上

市利润，反而估值最低，这一情况虽然

不全面，但是客观反映了部分现实。 同

时，虽然金融地产占比高，但这实际上

是部分客观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结构和

上市公司的真实利润。 因此，从很大程

度上说，这不是指数本身的问题，是中

国经济结构的问题。 ”李毅指出。

即便上证指数编制规则调整，就

能保证多数投资者赚到钱吗？ 业内对

此持怀疑态度。周茂华认为，从全球范

围来看， 投资者赚钱与否和指数的关

系并不完全正相关。“当前资本市场改

革已经进入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上

证指数失真校正问题， 也会越发变身

为一个‘系统工程’。 上证指数编制有

待优化， 但是更重要的是良好的上市

制度和市场生态的建立， 尤其是上市

公司质量的提高， 以及中小投资者权

益的切实保护。 如此，

A

股市场投融资

功能协同发展的愿景才能实现。 ”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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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公司违法

美证监会奖3.57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孙亚华

6

月

5

日，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从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简称 “

SEC

”）获

悉，

SEC

将对一位举报者提供近

5000

万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3.57

亿元）的奖励，

该举报者对一家公司的违法行为提供了

详细的一手资料。

从

2012

年发出第一笔 “举报人奖

金” 开始，

SEC

已向

83

位举报者颁发了

超过

5

亿美元的款项。

实际上， 在我国也有举报人奖励制

度。今年

3

月开始实行的新证券法，明确

规定了有奖举报制度的相关内容。目前，

我国对于证券违法举报人的奖金最高为

不超

30

万元，与动辄高达数亿元的违法

金额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影响了举报人

向监管机构提供信息的积极性。

因此， 建议我国加大对证券违法

行为罚款力度的同时， 对举报人的奖

励金额也相应提高， 健全对举报人的

身份保密的相关规定。 此外，还应完善

有关投资者诉讼的措施和法律， 当上

市公司造假时， 如果投资者明确可以

追回全部损失， 甚至获得额外赔偿的

话， 这将使普通投资者和举报人站在

同一战线， 提高群众对于资本市场违

法行为的监督性。

举报人

获奖励5000万美元

6

月

5

日，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从

SEC

获悉，

SEC

将对一位举报者提供近

5000

万美元的奖励，该举报者对一家公

司的违法行为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资

料，从而成功地实施了执法行动，使受害

投资者追回了巨额资金。 这是举报人计

划开始施行后， 个人获得奖励金额最高

的一次。 此前该项目对个人发出的最高

奖金是在

2008

年颁发的

3900

万美元。

SEC

举报办公室主管

Jane Norberg

表示：“该奖项发出后，

SEC

授予举报人

的奖励总额就超过

5

亿美元， 其中仅在

本财政年度就超过

1

亿美元。 举报人计

划已被证明是打击欺诈和保护投资者的

重要工具。 ”

为打击证券犯罪，

SEC

在

2011

年启

动举报人计划（

whistleblower program

），

对提供及时、 关键且有效证据的举报人

进行奖励。从

2012

年发出第一笔奖金开

始，

SEC

已向

83

位个人颁发了超过

5

亿

美元的款项。 奖励的款项来自投资者保

护基金，该基金的资金来源则为

SEC

对

违法者的罚款。 当罚款金额超过一百万

美元时， 举报人获得的奖励可占该案罚

款金额的

10%

至

30%

。

Jane Norberg

表示：“我们希望这些

奖金可以鼓励人们为

SEC

提供高质量

的举报信息， 监督我们未注意到的证券

违法行为。 ”

中国有奖举报制度待完善

实际上， 在我国也有证券市场违法

行为举报的奖金， 虽然金额上不如美国

奖励得如此“壮观”，但是也有明确的规

定和发放奖金的实践。

在今年

3

月开始实行的新《证券法》

中， 第

176

条规定了有奖举报制度的相

关内容， 这是有奖举报制度首次上升到

证券法层面。目前，我国对于证券违法举

报人的奖金最高为不超过

30

万元，与动

辄高达数亿元的证券违法标的金额相

比，就显得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吹哨人” 也担心被违法

主体和 “韭菜们” 打击报复。

2019

年

6

月，在康得新股东大会上，突然有股民指

责出席股东会的某记者采写康得新负面

报道太多， 部分股民开始附和并大声指

责该记者， 还有股民拍桌子并试图围攻

该记者， 声称记者的报道让其 “倾家荡

产”。 股东大会现场一度出现混乱，保安

人员进场。不久后，康得新造假“实锤”落

地，

2019

年

7

月

5

日， 证监会公告称，

2015

年

-2018

年期间，康得新通过虚构

销售业务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累计虚

增利润

119

亿元。

但是， 康得新的部分不理智投资者

还未清醒过来，开始“人肉”客观报道康

得新造假事件的记者，打电话恐吓威胁，

发信息进行谩骂。

此外， 调查上市公司违法行为还要

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当“吹哨

人” 举报成功后的奖金与举报所带来的

风险并不相匹配时， 会极大影响举报人

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