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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生长三十载 中国资本市场盛年再出发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三十而立， 中国资本市场进入

盛年。

1990

年

12

月， 中国资本市场在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关键

转轨时代蹒跚起步， 孩提之年就在波

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探索前行，

与生俱来就被赋予了改革、 创新的使

命，“摸着石头过河” 成为了历史的必

然。在三十年的发展长卷中，中国资本

市场搭乘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了“向

上生长”的旅程，充满暗礁曲折，也充

满欢欣鼓舞。 它的理念和市场生态在

新旧交替中不断完善创新， 它的制度

建设在兼顾时代性和适应性方面不断

突破，行至今日，逐步构建形成了既遵

循国际市场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资

本市场制度体系。

回望中国资本市场

30

年的发展

史， 既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渐进革新，

也是一次“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敢

尝试。

从“白纸上画画”

到坚定走市场化之路

纽约证券交易所档案馆至今还保

存着

1986

年邓小平向时任纽交所董

事长约翰·范尔霖赠送的飞乐音响股

票。凡尔霖当年曾亲自到只有

12

平方

米的上海静安营业部过户，因为唯有

如此他才算是这张股票真正的主人。

这是华尔街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新中

国改革开放之后尚处在萌芽期的股

票交易。

就在

4

年后， 深沪交易所相继挂

牌，徐徐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幕。

如何在社会主义的白纸上， 画出被长

期冠以资本主义特有标识的市场化产

物，股票和股票交易所怎么起步，成了

这个阶段的首要难题，探索成了使命，

国际惯例成了遵循。

股票下单要不要用口？ 中国资本

市场的回答是，不用，完全不用；股票

交易要不要用纸？ 中国资本市场的回

答是，不用，完全不用；股票交易能否

用外币？中国资本市场的回答是可以，

B

股横空出世；股票能否放开价格，能

否

T+0

，中国资本市场的回答是可以，

于是一股汹涌浪潮扑面而来。

改革的激情， 在创新的加持下愈

发澎湃，市场发展之快如脱缰野马，让

参与各方来不及思索， 阵痛和困惑随

着来临， 直至

3

·

27

国债事件爆发，中

国资本市场早期的创新戛然而止。 激

情过后， 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也进入

了涉及体制的“深水区”。

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上市公司

治理的开启、 券商等中介规范运行提

上了议程，市场化的车轮从未停止，改

革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前提下进

行，市场化更具方向性，更具把控性。

2005

年迎来了股权分置改革，使国有

股、法人股、流通股利益分置、价格分

置的问题不复存在， 进一步奠定了市

场化基础， 使中国资本市场在基础制

度层面上与国际市场不再有本质的差

别。 至

2007

年底，绝大部分上市公司

完成股改，

A

股进入“全流通时代”。

时至今日， 老股民们都还记得

2006

年那些被改革春风吹暖的日子。

正是在 “支付对价” 这样独特创举之

下， 绝大多数推出股改方案的公司都

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 股改后价格

总体攀升， 这又反过来促使更多公司

推出股改。 这一次， 在市场化的推动

下，股民、公司、市场形成了合力，中国

资本市场终于开始有效地反映经济的

高速增长。

新股几经改革， 在大盘指数高低

和新股发行多寡的多轮博弈后， 更多

的新鲜血液注入股市， 加上国内外经

济基本面的各种原因， 一场大牛市如

大江入海，势不可挡。尽管金融危机给

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新股民上了一场生

动的风险教育课， 但后危机时代的中

国市场却显现出让海外投资者也艳羡

不已的生命力。伴随着创业板推出、股

指期货上市、融资融券的推出、科创板

的落地，中国资本市场形成了主板、中

小板和创业板相结合的比较完善的多

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金融创新带来的

造富活力， 吸引着更多投资者进入资

本市场。

市场化的雪球越滚越大， 改革的

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新股发行作为利

益焦点，市场化路上坎坷不断，但方向

未变，改革程度越来越深，经历了从审

批制到核准制， 再到推进试点注册制

的改革进程，行政管制一步步解除，注

重信披、 尊重市场化定价机制扎扎实

实向前推进。 信息披露真实性、 准确

性、 完整性由发行人与承销商自行负

责， 投资价值和决策由投资者自行判

断，企业上市成功与否、定价高低交给

市场决定，实现真正由市场决定价值。

行政之手则后撤， 监管焦点更多

的放在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方面， 对各

类违法违规， 挑战监管红线的行为及

时出手，通过自律监管、一线监管、行

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惩戒的立体化

追责提高违法成本，严惩违法违规者。

同时， 行政之手还通过推进承销、交

易、退市、投资者保护等各环节关键制

度创新，来提升监管的有效性，改革的

系统性、全面性、协同性超过以往。

目前， 企业从受理申请到完成注

册平均用时

5

个多月， 越来越多的科

技创新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要素资源

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压实了发行人、

中介机构的责任， 信息披露质量初步

得到市场验证，试点注册制以来，上市

后发现信息披露违规的公司明显减

少；上市公司优胜劣汰得到强化，这种

由点到面、分步推进的策略，充分遵循

改革规律，更加符合市场实际。

注册制是中国股市推进市场化改

革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资本市场进入

一个崭新的时代。

截至

11

月

26

日， 境内上市公司

已达

4100

家， 涵盖了国民经济

90

个

大的行业，是各个行业里的优秀代表，

市值达到近

80

万亿元，集中了经济发

展的行业代表。其中，主板

2041

家，中

小板

985

家， 创业板

877

家， 科创板

197

家。

市场化改革步履不停， 据监管层

的表态， 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逐

步成熟， 证监会正研究制定全市场推

广注册制的实施方案， 选择适当时机

全面推进注册制改革。 注册制改革将

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

针，坚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

业、敬畏风险，形成合力”的监管理念。

展望未来， 中国经济加速朝着新

动能、新产业、新消费方向转型升级，

更需要以资本市场为载体的直接融资

体系的推动和引导。 湘财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李康指出， 坚定不移地推进注

册制改革是适应经济发展转型的战略

需要。从中长期来看，注册制的推行有

助于提升经济的韧性， 有望成为推动

中国经济转型的引擎。同时，中国资本

市场将与国际规则全面接轨， 也有望

吸引海内外优质企业来中国上市，成

为更具包容性和成长性的多层次国际

性资本市场。

顺“市” 而为

法治轨道逐步畅通

法治是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的主导

力量， 是实现资本市场规范化运行的

必然选择，市场越是发达，市场机制越

是有效， 交易安全和利益关系越是紧

张，越是需要依靠法治。

中国资本市场诞生初期走了一条

“先发展、后规范”的道路。这条路道阻

且长，行则将至。

1990

年两家证券交易所问世，国

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1993

年才颁布，在此之前主要是靠中

国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政府

颁布的行政规章， 缺乏全国统一的法

律法规，缺乏统一监管。

在此期间，上交所放开了仅有的

15

只上市股票的价格涨跌限制， 引发了股

市暴涨， 上海股票指数当天上涨了

105%

，“第一批吃螃蟹”的股民尝到了甜

头，更多对股市懵懵懂懂的人，自以为找

到了“一夜暴富”的诀窍。深圳发行新股，

全国各地一百多万名投资者涌入深圳，

最终造成了深圳“

8

·

10

”事件。 这使得市

场各方深刻地认识到了 “证券市场无小

事”，无规矩不成方圆，直接推动了全国

性证券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的诞

生，资本市场走上了规范之路，法治化进

程加快， 我国首部证券法在

1992

年开

始了起草工作。

这一起草就是

6

年，

6

年间，监管部

门根据市场发展情况总结经验，找出《股

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执行过程

中的短板，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通

过法治制度保障来确保市场平稳运行，

尤其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1999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 《证券

法》 更多的是为了防止证券市场的系统

风险， 体现了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和

干预。

随着上市公司越来越多， 市场调节

作用的日益发挥，《证券法》 迎来了多次

修订，其中，较为系统的要数

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对 《证券法》 的修

订， 这次修订主要是解决对证券市场的

过度管制问题，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松

了管制。 比如，允许混业经营；允许证券

衍生品种和期货期权交易； 允许证券公

司向客户融资融券；放开了国有企业、国

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以及银行资金入市的

限制等。另外，此次修订还提升了市场的

安全性， 在维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着墨较

多，建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明

确了对投资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制

度，完善证券发行、证券交易和证券登记

结算制度，规范市场秩序，强化了证券违

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明确了要打击资本

市场的违法犯罪行为。

法治强则市场兴， 修订后的 《证券

法》自

2006

年

1

月

1

日实施以来，企业

上市的门槛降低，融资条件放宽，上市公

司数量和市值大幅增加， 金融业综合经

营取得进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入推进，

私募股权市场迅猛发展， 直接融资比例

得到提高。 挪用客户保证金的历史遗留

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证监会的执法手段

得以加强，造假上市、操纵市场、欺诈客

户、非法从事证券顾问活动、内幕交易等

证券违法行为被有力打击和遏制， 投资

者利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

随后，《证券法》多次修订，最近的一

次， 也就是

2020

年

3

月

1

日实施的新

《证券法》， 进一步完善了证券市场基础

制度， 为证券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落实落

地，有效防控市场风险，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证券

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发挥， 提供了坚

强的法治保障。 同时，加大违法成本，仅

欺诈发行一项就比现行处罚最高标准提

高了几十倍， 相比之前

60

万的顶格惩

处，千万级别的罚款、实控人牢底坐穿的

风险， 是对严重财务造假行为最严厉的

制裁，在认定行政责任的同时，新《证券

法》 还创设了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

制度， 因财务造假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可

通过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证券民事赔偿

诉讼。巨额赔偿提高了造假成本，不仅中

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维护和保障更有底

气， 未来上市公司造假的成本也是水涨

船高。

从

20

年前的银广夏，到不久前重罚

的康美药业、獐子岛，变的是监管执法手

段的多样，和从严惩处的力度，不变的是

监管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决心。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教

授刘俊海表示， 打造一个法治化的资本

市场，既需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也需

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当前，监管部门

正在构建 “升级版” 的证券执法司法体

系，进一步完善立体化追责力度，不断夯

实资本市场法治和诚信基础， 对各类证

券违法犯罪活动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

势，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净化市场生态，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推动构建良好市

场秩序。 加快健全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

制， 重点是加强证券执法司法专门化建

设，构建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

相结合的立体化证券违法追责体系，大

幅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

可以预期， 打击财务造假的力度只

会越来越大，重罚、高额赔偿等严惩手段

将成为执法的常态化动作， 资本市场违

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的成立， 将有助于

形成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的合力。 随

着执法的进一步强化，“手莫伸， 伸手必

被捉”的市场环境将会加速形成，定能让

财务造假公司无所遁形， 让造假者受到

应有的惩罚。

同时，《期货法》立法工作正在推进，

《上市公司监管条例》和《私募基金监管

条例》等配套制度也在酝酿中，资本市场

信用体系建设也在逐步加强， 目的就是

通过建立资本参与主体的诚信记录，实

施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等方式完善参与

资本市场的诚信条件、义务和责任，发挥

协同监管组合拳的威力，形成各方共建、

共享、共治的资本市场诚信格局。

全方位开放

“国际范” 愈浓

加快国际化进程是资本市场走向世

界的必由之路， 加速国际化有利于提高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竞争力， 有利于整合

国外资源，促进自身发展。

B

股开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我国

资本市场开放是循序渐进的。

1991

年，

B

股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试验田正式

登上历史舞台。 这是一次谨慎的尝试，为

保证境外资本的流入不会对当时并不成

熟的

A

股市场产生负向冲击，

A

、

B

股市

场的交易完全不互通。从

1992

年到

1997

年的

6

年间，

B

股市场每年以十几家的

速度增长。 截至

1997

年底，挂牌的

B

股

达到了

101

家。

2001

年

2

月

19

日，中国

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境内

居民个人投资境内上市外资股若干问题

的通知》，规定境内居民个人可以使用境

内现汇存款和外币现钞存款购买

B

股。

2003

年，

QFII

制度正式实施， 大量

境外机构得以直接投资

A

股，

B

股的历

史使命逐渐走向终结。 根据

Wind

统计，

目前

B

股市场个股共计

96

只，其中纯

B

股公司有

17

家，个股最早登陆

B

股的时

间是

1992

年，最新登陆

B

股市场的也要

追溯到

2000

年。 自

2000

年

10

月

27

日

舜喆

B

上市发行后，

20

多年来

B

股再无

新股。

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制度推动对

外开放进程。

2002

年

11

月，

QFII

制度正

式建立， 为境外资本投资

A

股提供了渠

道。 随后，为拓宽国内资本配置境外资产

的选择空间，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

I

）制度于

2006

年

4

月正式实施。

2011

年

12

月，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

RQFII

）制

度进一步推出， 允许境外机构在规定额

度内直接使用人民币投资国内证券市

场。

QFII

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推进了我

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进程。 制度施行初期，

QFII

和

RQFII

的投资总额度存在限制，

经多次松绑， 直至

2019

年

9

月限制取

消， 这历经多年多次的修订显示我国对

外开放的步伐从未停歇。

资本市场的开放大门越开越大，越

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开始重视中国市场。

当前， 中国股市和债市规模均已位列世

界第二， 这样的市场体量和开放后的巨

大吸引力让更多的国际资本开始主动加

大对中国市场的配置， 全球三大股指先

后将

A

股纳入其成份股。同时，资本市场

还创设了沪港通、 深港通及沪伦通的互

联互通机制， 放松了沪深港通的交易额

度限制， 全面取消境外金融机构的股比

限制， 债券市场经历了引入境外发债主

体、引入境外投资主体，到实现内地与香

港互联互通的“债券通”，以及我国债券

市场被纳入全球主要债券指数等阶段，

期货市场方面，原油、铁矿石、

PTA

期货

等陆续作为特定品种向国际投资者开

放。 中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受到境外机

构及国际资本的青睐， 不断优化的营商

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踏浪而

来。 这一切都是国际化改革的重大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 资本市场国际化的

步伐还在加快， 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

举措还将落地。 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钟

红表示，在此过程中，市场监管能力必须

跟得上。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国际

利率和汇率的变动， 都有可能造成大规

模的资本流入流出， 加大国内市场的波

动性，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当前

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和流动性极度宽

松的背景下， 这些风险愈发凸显出加强

宏观审慎管理和完善市场监管制度的必

要性。

“在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既要形

成适应开放需要的跨境金融监管制度，

又要加强对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和跨境

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测。 ”钟红指出，防

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加大对国内金融市

场的监管力度， 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

治理，完善跨境监管协作，维护国家经

济金融安全。 如此，才能有序推进资本

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提升资本市场国际

化水平。王昭丞/制表 翟超/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