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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俊

刚刚过去的7月15日，是上证综
指（亦称上证指数）30周岁的生日。
1991年7月15日，上交所鸣锣开张7个
月后，A股首个股指——上证综指

“呱呱坠地”。而即将到来的7月22
日，则是上证综指修订1周年的日子。

不过，7月15日，最大的焦点是中
国经济半年报。随后的7月22日，目
前看，最大的热点或是2周岁的科创
板以及1周岁的科创50指数。

自己的两个“大日子”难以刷出
“存在感”的背后，作为000001的上证
综指的“心理压力”可谓是与日俱增：
7月9日，被调侃为5年时间还在3500

点原地等人；7月13日，盘中首次被创
业板指超越；时不时，全球主要股指
又双叒叕创出新高……

事实上，上证综指的压力早已有
之。一直有观点认为，上证综指对市
场的表征作用“失真”，有必要进行调
整，这也最终导致1年前的重大修订。

但从走势上看，上证综指修订后
一年来，并没有表现出与中国经济增
长更为同频。中国经济半年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2.7%。相
比之下，上半年上证综指的涨幅为-
1.9%。

不过，落到交易机会层面，上证
综指是否失真、是否同频并非盈亏的
关键。相反，如果整日对4000点、

5000点……念念不忘耿耿于怀，反倒
会错失不少机会。对此，机构早有共
识，君不见8189只基金中，跟踪上证
综指的只有5只。既然机构都如此，
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更不必以上证
综指来判断牛熊。给上证综指减减
压，对市场情绪和个股操作，都不是
坏事。

事实上，上证综指“心理压力”还
有相当部分来自“错配”，即经常被用
于与道琼斯等股指对比，并由此扣上

“不求上进”的帽子。但理论上而言，
这种比较本身就属于“关公战秦琼”。

上证综指是综合指数，而道琼斯
工业平均指数、标普500都是成分指
数，无法同日而语。上证综指去年修

订时，剔除了风险警示股票，纳入了
科创板股票，但这二者权重较低（科
创板市值仅占沪市总市值10%）。上
证综指就其综合指数的定位而言，是
照单全收、鱼龙混杂的“大杂院”。而
成分指数则经常更换成份股，是优胜
劣汰、优中选优的“实验班”。

因此，非要对比的话，不如让成
份指数之间同台竞技，比如科创50、
创业板指与道琼斯、标普。实际上，
科创50与创业板指的走势与道琼斯、
标普并无太多差异，主要区别就是尚
未创出新高而已，而主要原因无非是
中国股市没那么“水”。

美国股市的屡创新高与美联储
的不断“放水”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关
系。再对比美国经济的疲弱，更印证
了“股市与其说是经济的晴雨表，不
如说是资金的晴雨表”。所谓市场，
无非供、需二字。上证综指长期锚定

于3500点附近，不乏中国央行在“放
水”方面克制的原因。

另一维度上，只要上证综指不大
涨，消费、科技等窄基指数的轮动顶
多是局部热点，并不会形成“整体市
场”的赚钱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抑制场外产业资本、消费资金进
场的冲动，符合“脱虚向实”这个大方
向。毕竟不能这边厢按着房市，那边
厢又坐视从股市“管涌”出来。

上证综指资历最深，也最“上
口”，日常对于大盘走势的描述，无妨
继续沿用。但在用于决策辅助时，最
好意识到其资产结构和编制方法的
力有不逮。投资者只有放下对上证
综指大涨的执念，才能加强把握“核
心资产”的定力。

何妨吟啸且徐行。当上证综指
卸下“牛市”的压力后，未来反倒有可
能回报以惊喜。

上证综指30年：何妨吟啸且徐行

本报记者 包兴安

7月19日，资本市场迎来多项降
费措施的实施。例如，基金交易经手
费收费标准、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登
记费等下调，科创板股票、存托凭证
和创业板存托凭证的初始登记费统
一按现行标准减半收取等。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此次资本市场的降费措施有

利于促进买卖双方的交投活跃，将降
低股票、债券、基金的交易成本，对资
本市场形成重大利好。更重要的是
提升资本市场活跃度，有利于促进资
源要素高效配置、资产高效转换、资
本高效利用，让降费的“真金白银”惠
企利民，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为支持基金市场发展，6月30日，
深交所发布通知，自2021年7月19日
起，深交所基金交易经手费收费标准
由按成交金额的0.00487%双边收取

下调至按成交金额的0.004%双边收
取，基金大宗交易经手费收费标准按
调整后标准费率的50%双边收取。
同日，上交所也发布通知，自2021年7
月19日起，上交所基金交易经手费收
费标准由按成交金额的0.0045%双
边 收 取 ，下 调 至 按 成 交 金 额 的
0.004%双边收取，基金大宗交易经
手费收费标准，按竞价交易经手费标
准的50%向买卖双方收取。交易单
元使用费收费标准由原每个交易单

元每年5万元，下调至每个交易单元
每年4.5万元。

沪深交易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举是交易所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有关减税降费政策，不断完善收
费体系，切实降低市场成本、激发市
场活力的重要措施。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减税降费将
让市场主体有更多获得感。基金交
易经手费收费标准下调，一方面说明

监管层支持基金行业发展；另一方
面，有利于降低相关基金交易产品费
用，提高交易活跃性，对基金市场长
期利好。

此前，为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今年6月份沪深证券交易所
还下调了股票上市费收费标准。深交
所6月1日起暂免收取总股本在8亿
（含）以下的上市公司上市费，并将免
收湖北省上市公司上市费的优惠政策
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 (下转A2版)

今日迎多项降费 有助提升资本市场主体获得感

本报记者 包兴安

A股投资者仍在持续入场。《证
券日报》记者根据中国结算7月16
日披露的数据梳理，今年上半年，
新增投资者数量达1083.99万，同比
增长35.65%。截至6月末，投资者
数约1.89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今年投资者加快入市的
主要原因是赚钱效应。A股投资者
新增数量基本和股市月度表现同
步。当然，从A股的角度，投资者对
中国经济基本面有充分的信心，不
少投资者坚定看好A股的长期发
展，这也是投资者入市的主要动机。

数据显示，2020年3月份至今年
6月份，新增投资者数连续16个月突
破100万，今年3月份达到最高水
平。从今年单月情况看，每个月新
增投资者数量均保持了同比增长态
势。1月份新增投资者数209.43万，
同比增长161.57%；2月份新增投资
者数160.94万，同比增长79.75%；3月
份新增投资者数247.74万，同比增长
31%；4月份新增投资者数169.14万，
同比增长3.11%；5月份新增投资者
数141.22万，同比增长16.32%；6月份

新增投资者数155.52万，同比增长
0.4%。今年1月份至6月份，新增投
资者数量累计达1083.99万。

与此同时，截至6月末，投资者数
18861.48万，同比增长12.44%，如果
按照今年单月新增投资者数趋势，预
计7月份投资者数或可达到1.9亿。

新增投资者入场为A股带来了
更多资金以及更活跃的成交。东方
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以
来截至7月18日，有73个交易日，沪
深两市成交金额合计均超9000亿
元，其中，48个交易日合计成交金额
均超1万亿元。

“投资者加速入市，为企业发展
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了我国经济
的高速发展，老百姓被动型投资向
主动型投资转变，这也说明中国资
本市场有很好的活力和潜力。”盘和
林预计，下半年资本市场依然保持
高增长，新增投资者数量将会进一
步增加。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丁臻宇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资本
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A股
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新增投资
者有望进一步增多，这将为股市带
来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

另外，新增投资者数大增的同

时，信用账户数量也进一步增加。
中国结算数据显示，6月份，新开立
信用证券账户投资者数量为5.3万
个，其中新开个人信用账户为5.19
万个，新开机构信用账户数量1124

个，不过也有4174个两融账户被注
销。至6月末，共有581.52万个两融
账户投资者。

两融资金是A股市场重要的参
与力量之一。东方财富Choice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两市融资融券规
模总体有较大增长，从年初的1.64
万亿元，增长至6月末的1.78万亿
元。截至7月15日，两融余额已增长
至约1.8万亿元。

上半年新增投资者数量突破千万 7月份投资者数有望达1.9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