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司大多数股份未参与交易的情况

下，由少数股份交易价格决定的市值不足以

代表公司的市值，这种市值也无法代表公司

的价值。

市值的大小往往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并

不正相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外部市场

条件的影响。

市值容易被资本炒作。 近年来，市值概

念广泛流行，价值误导十分明显。 在市值追

逐的价值观下，实体经济投资受到了冷落。

上市公司的本分就是排除干扰，心无旁

骛地做好自己的主业，加强技术管理和经营

管理，深挖产业发展潜力，埋头创新、创造内

在价值。

我们要反思市值追逐，重新树立中国资

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价值观， 知行合一、

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地为中国制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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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概念误导资源配置

张云东

市值， 作为资本市场众多概念中

的一种，存续已久，本不足为奇，亦无

伤大雅， 更谈不上什么利害。 但近年

来，市值却炙手可热，不仅被与市场有

关的人士津津乐道，而且被追逐、被管

理，成为上市条件之一，并对资本市场

的资源配置方向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引

导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市

值概念，了解市值到底是怎么回事，防

范其对金融服务实体产业、 优化资源

配置的干扰与误导。

审视市值真相

市值， 一般是指一家上市公司现

有的股份数额乘以每股市场交易价格

的乘积。或者指一个市场、一个证券交

易所的总市值， 即该市场所有的上市

公司市值总和。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一家上市公

司的市值是所有股份或大多数股份的

交易价格与股份总额的乘积， 还是少

数或极少数股份的交易价格与股份总

额的乘积？常识告诉我们，一家上市公

司活跃的交易股份往往只占总股份百

分比的个位数， 也就是说一家上市公

司的所谓市值是由公司仅百分之几的

股份交易价格与公司总股份的乘积构

成的。 这说明：

一、 在公司大多数股份未参与交

易的情况下， 这种由少数股份交易价

格决定的市值不足以代表公司的市

值，这种市值也无法代表公司的价值，

没有多大意义。我们都知道，价格与供

求关系极大， 如果公司大多数股份的

股东要集中变现这个由少数股票交易

价格构成的市值所代表的价值， 那么

这家公司的股价很可能会崩溃的，所

谓的价值根本无从一次性实现。另外，

即使股东是理性的， 不会幻想集体一

次性变现，那么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当下的市值对公司和大多数股东而言

不具备任何财富意义。 少数通过变现

获得真金白银的股东， 也仅仅受益于

其交易时点股票价格与交易股份数

量，与公司市值毫无关系。

二、市值作为少数股份交易价格与

公司股份总额的乘积，实质是一个虚拟

的数字概念。既不能代表二级市场中大

多数股东真实可得的资本利得财富，也

不能代表股东在公司中包括资本盈余

的权益。市值的大小变化和影响公司财

富价值的收入、现金流、净利润、净资产

等没有代表关系，不会给公司和股东增

加或减少任何权益价值。

我们在市场上经常会听到股市或

某公司股价大跌， 因减少了多少市值

而蒸发了多少亿财富，此说实为大谬。

不过相对虚幻的市值而言，“蒸发”一

词倒也传神。 因为这种市值财富虽然

如云蒸霞蔚般绚丽， 却常常倏忽间云散

风流不知所踪。

然而， 正是这样一种虚幻的市值概

念却十分流行，不仅被作为“国际惯例”

受到推崇，而且还被发扬光大，被追逐，

被“创新”。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

脑，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科学地进行价

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去粗取精、 去伪存

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认真分析思

考，不盲从，拒误导，实事求是地认识上

市公司的价值所在， 踏踏实实地为我国

的实体产业配置好资源。

市值不能管理

如前分析， 市值无法真实全面代表

公司价值。即使我们保留对市值认可，也

应该客观认识市值是无法管理的。 如果

市值管理大行其道， 将会扭曲资本市场

价值观，误导资源配置。客观上会怂恿财

务造假，为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

为制造借口，提供条件。

在这里， 我们暂且把市值看做一个

无害的概念， 以此为前提来分析市值能

否管理。

从市场价格变动的角度来看， 市值

变化的原因不仅与上市公司的内在素质

有关，而且还受制于许多外部的因素。

市值的变化首先与公司的创新能

力、产品研发、产品定位、产品品质、成本

控制、生产效率、市场营销等有关因素构

成的市场竞争力， 以及公司的持续盈利

前景有关。 与公司的治理结构、 治理规

则、治理效率，特别是公司的战略方向把

握也息息相关。

其次， 市值还会受公司的透明度建

设影响，即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

主动、互动、到位的投资者关系；积极、客

观、负责的品牌宣传。 这些工作的优劣，

都会增减公司的附加价值， 影响公司的

市值。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 这些都属于

公司经营管理的范畴，具有主观可塑性，

也与所谓的市值有相关性。 如果从这个

角度看，市值似乎可以管理。

但是， 市值的大小却往往与企业的

经营管理不是正相关的， 在很大程度上

还受制于外部市场条件的影响： 一是宏

观经济形势；二是货币和财政政策；三是

股票市场牛熊周期变化； 四是公司所处

行业市场周期变化；五是投资者偏好，等

等。这些客观存在的市场条件，都会对上

市公司的股价和市值产生相当大的影

响。 而这种影响却是任何一家上市公司

难以左右、无能为力的、管理不了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市值是无法管理

的。 上市公司唯一可做的本分就是排除

干扰，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的主业，加强

技术管理和经营管理， 深挖产业发展潜

力，埋头创新、创造内在价值。

如果我们不客观、 科学地认识这个

问题，执迷市值管理，只能给市场中那些

心眼活、缺乏初心定力的人增添借口，助

长虚假陈述，内外勾结操纵市场。前些年

一些人打着市值管理的幌子，编故事、造

假账，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误导资源配

置的现象需要引起反思。

片面追逐市值

会误导资本流向

资本市场是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服

务的市场， 不是为资本提供投机套利交

易之便， 资本自我炒作、 自我服务的场

所。市值十分容易被资本炒作利用。近年

来，市值概念广泛流行，价值误导十分明

显。不少市场力量专注于那些吸引眼球、

容易炒作的题材，或者追逐流行概念、流

量趋势、“伪创新”， 什么能炒高能赚钱，

就趋之若鹜争相炒什么。上市公司“管理

市值”，机构投资推高市值，都是为了一

个共同的市值目标。 忘记了资本市场为

实体产业配置资源， 提供融资服务的初

心。其结果是资本市场战略迷茫，行为短

视，资源配置扭曲，融资结构失衡。 一些

基础产业、战略产业、需要长期投资而短

期收益回报渺茫的高技术高投资瓶颈产

业被资本歧视、挤出，严重地影响了我国

产业结构的均衡与传统产业升级， 妨害

了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实现。

不仅如此， 在这种市值追逐的价值

观下，实体经济投资受到冷落，投资者和

投机者不分青红皂白， 沉溺于金融交易

市场，导致大量资金在金融领域空转，经

济金融化一步步愈发严重。这种状况，打

击了财富制造者，鼓励了财富索取者。长

此以往，不仅打击实体经济，还会制造更

大的贫富差距， 有违共同富裕的社会主

义初心，也会妨害内需市场建设，影响国

家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实现。

如今，我国资本市场追逐市值，导致

资本流向扭曲、 资源配置失衡已经十分

夸张，与美、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较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资本市场资源配

置效率明显劣后于这些国家。

辩证法也捉弄人。 虽然市值概念误

导资源配置，但是市值大小作为风向标，

却可以看出不同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状

态与优劣。 以市值风向标来看，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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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中国前十大市值公司为腾

讯、阿里、茅台、工商银行等互联网平台、

白酒和金融企业， 无一制造业和制造服

务业。 同期，美国前十大市值公司，排在

首位的是苹果公司，紧随其后的是微软，

除互联网平台、金融企业之外，还有特斯

拉、强生等制造企业。日本前十大市值公

司中，以丰田、索尼等为代表的与制造业

相关的企业和从事电信服务的日本电报

电话公司就占有

6

席。 德国前十大市值

公司中，除一家安联保险为金融业外，其

余

9

家中有

7

家与制造业相关，

2

家现

代服务业， 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西

门子、戴姆勒、大众汽车、拜尔等。在这组

横向比较中， 德国资源配置方向显然与

其制造强国战略和现状吻合， 资本市场

在向支持德国制造方向发力。

在这组四国十大市值公司分布比较

中，我们不仅无法与德国同日而语，资本

市场对实体产业的支持也劣于日本，甚

至弱于经济已经严重金融化的美国，使

人无奈、无语。我们市场价值观中对市值

的偏好与追逐， 使我们在资源配置选择

中不分主次、不辨菽麦，忘记了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初心， 没有恪守为中国制造

优化资源配置主线不偏离的本职， 才出

现了中国十大市值公司竟然无一制造业

和制造服务业企业的荒唐局面。 相比德

国， 我们作为世界制造业中无论规模还

是门类均列第一的制造业大国， 中国资

本市场的同仁们情何以堪？ 是如何为实

体经济服务的？

因此，我们要反思市值追逐，重新树

立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价值

观，知行合一、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地为

中国制造服务。 并应注重政策的作用力

方向与国家战略的相关性、排他性研究，

让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与国家制造业大

国、强国战略相吻合。 脚踏实地、实实在

在地把服务中国制造作为头等大事，逐

渐显著增加制造业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

权重。这既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责任，也是

中国资本市场从业者和监管者的光荣。

弃市值追逐

重制造业融资

放弃市值追逐， 回归资本市场服务

实体经济初心和本原， 在一级市场应该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融资资源向制造业和制造服

务业倾斜，在

IPO

企业选择上优先安排

制造业和制造服务业企业， 在数量安排

上要以这些企业为主。 通过这种制度安

排， 不仅使我们的资本市场更好地为实

体经济服务， 而且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形

成一个良好的价值取向示范引导， 吸引

和鼓励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制造业大国、

强国的建设中来。

二是资本市场作为一种有限的资

源， 为了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

持，避免此消彼长、跑冒滴漏，就必须限

制其他行业在资本市场融资， 优化资源

配置。 因此， 应该限制金融企业上市融

资，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金融化；

限制互联网平台企业上市融资； 限制娱

乐业、宗教名山胜地等上市融资。

三是禁止属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教

育、医疗行业上市。 一方面不能让资本无

序扩张，染指人民群众的公共福利，以市

场化、利润化侵蚀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

另一方面避免挤占实体经济宝贵的融资

资源。

在二级市场方面， 应该倡导树立健

康的市场价值观文化。 鼓励和引导机构

投资者特别是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等放

弃市值追逐， 改变无价值观选择的机构

抱团投资行为方式。 树立正确的支持实

体经济价值观，建立中国制造投资偏好，

为中国实体经济添砖加瓦。

回顾三十多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过

往历程，价值观、战略方向与政策吻合的

知行合一思考， 永远是我们在资本市场

发展前行过程中的必修课。

（作者系原深圳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