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轮牛市(1991.6到1992.5）

上证综指从110点上涨到1429点。

第二轮牛市(1992.11到1993.2）

上证综指从386点上涨到1558点。

第三轮牛市(1994.7到1994.9）

上证综指从325点上涨到1052点。

第四轮牛市(1996.1到1997.5）

上证综指从512点上涨到1510点。

第五轮牛市(1999.5到2001.6）

上证综指从1057点上涨到2125点。

第六轮牛市(2005.12到2007.10）

上证综指从1100多点上涨到6124点。
（史辑）

6月30日：7343.27
8月29日：7841.70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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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第28个交易日保持在2100点之上运行

上证综指两月涨幅逾8％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赵晓辉 陶
俊洁）经过连续几天盘整之后，沪深股市
双双以红盘结束了今年前 8个月的征
程。尽管最后一周总体走势不佳，但凭
借前期的积累和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反
弹，沪指仍然取得了近两个月涨幅超过
8％的成绩。

被视为A股代表的上证综指9月1
日收盘于2235.51点。自7月24日以来，
这已经是上证综指连续第28个交易日保

持在2100点之上运行。
深证成指在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强

力上涨1.27％，收于7841.7点。创业板指
数和中小板指数保持了同样的上涨力度。

回顾过去8个月的走势，可以明显看
出，A股市场在最近两个月内呈现出有
别于上半年的久违的向好态势。

上半年，沪深股指低位震荡双双告
负，并由于跑输GDP而备受指责。步入
下半年，情况发生逆转。得益于多重利

好因素的拉动，沪深股指在7月下旬分别
走出罕见“八连阳”，上证综指于8月20
日盘中攀上2248.94点的年内高点。

记者统计发现，最近两个月来，
上证综指涨幅达到 8.2％，深证成指
涨幅 6.79％。

伴随股指峰回路转的，还有股市开
户数。近两年股市的低迷令投资者渐失
信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选择离开股市，
由此形成的销户潮一度令市场人气降到

冰点。然而，这一状况正在随着行情的
转暖而改变。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最新披露的
周报数据显示，8月18日至8月22日一
周，两市A股新增开户数突破17万户，这
已经是新增开户数连续四周环比上升，同
时也创出了今年6月份以来的新高。

与此同时，股市上的休眠账户数不
断减少。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
数据，截至8月22日，沪深股市休眠账户

数已经从年初的 4270.49 万户减至
4239.1万户，共减少31.39万户。

股市账户的“一减一增”，显示出行
情回暖下市场人气的积聚，也折射出久
处熊市之中的投资者对牛市的期待。在
期待中，人们也看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存
在，对未来依然是忐忑而踌躇。

不过，无论未来股市行情将如何演绎，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股市重又唤起了人们
的关注与热情，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

过去的 8 个月里，中国股市迎来
一轮上涨态势。在经历长达 7 年的漫
长熊市之后，投资者对股市的热情正
在缓慢复苏，人们希望这是一个牛市
的开始。

尽管对于牛市是否即将开启仍存争
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市场的信心正
在积聚，持续上涨的行情让各方对于牛
市的企盼趋于强烈。

在中国改革纵深推进、中国经济平
稳增长之际，人们有理由期待股市转
牛。但无论是中国股市的投资者，还是
转型升级中的中国经济，相较于指数持
续上涨的大牛市而言，更需要的是具有
坚实基础的“有质量的牛市”。

股市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从某种
程度上说甚至是一个国家前景的先行指
数。这轮股市的上涨，折射出了人们对
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和预期，
一些改革初见成效，也在客观上助推了
人们的热情。

可以想见，如果有牛市的出现，那
么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起到
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和中国经济需要

“有质量的增长”一样，处于经济转型
升级中的中国更需要股市有质量的上
涨。这既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客观
需要，也将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客
观呈现。

什么是“有质量的牛市”，不外乎有
三点：其一，市场上涨有坚实的经济基
础；其二，股市的上涨具备较长时间的可
持续性；第三，股市的投资氛围活跃，但
不狂热。

回顾上一轮牛市，2005年股权分置
改革之后，中国股市迎来了难得的牛市
行情。然而，从 2006 年下半年开始，一
种狂热的情绪在股民间蔓延，直到2007
年11月，一场跳水式的“崩盘”再所难免
地发生了。这一切说明：如果没有坚实
的制度基础和基本面支撑，仅靠投资者
狂热吹出的泡泡终归要破灭。

时至今日，如果预期中的牛市仍
然仅呈现资金推动型的特征，仅靠题
材炒作、击鼓传花、透支未来支撑，那
么，这样的牛市是缺乏质量的。这样
的牛市虽然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融资
便利，能够给部分投资者带来投资收
益，但是最终对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
对投资者整体以及对整个市场的健康
发展是无益的。

从当前形势看，随着宏观经济求实
际、求质量的“新常态”逐步成型，随着
改革红利实实在在的释放，给“有质量
的牛市”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可喜的
是，今年以来的股市行情已经显示出一
定的“质量”特征，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
的变化更加匹配，与改革政策的助推关
系更加密切。

拨开当前牛熊之辩的云雾，需要清
醒的是，尽管我们有了比较好的现实基
础，但要实现“有质量的牛市”，还需要一
系列的配套措施和举动。

如果上市公司能够持续稳定回报投
资者，如果养老金、保险资金、公积金等
长期资金能持续稳定有节奏地入市，如
果大股东、经营者和投资者有更加一致
的利益基础，如果市场功能能进一步完
善、市场工具更加丰富、市场活力进一步
焕发，如果投资者保护工作进一步落实
到位……

在这些“如果”中，可以看到，股票市
场自身离“有质量的牛市”尚有差距。必
须通过不懈努力，把这些“如果”变为现
实，让股市的运行步伐更为坚实，让股市
成为中国经济乃至整个改革的真实呈现
和强大助力。

记者 赵晓辉 刘开雄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需要
“有质量的牛市”

争辩下的
在连续上涨并创下沪指2248.94点的年内新高之后，中国股市走到了一个重

要关口：是继续上行演绎为牛市，还是股指回落延续之前的“熊”态，成为近期市场
关注的焦点。

而更加让人感兴趣的是，在经济迈向新常态的过程中，中国股市究竟发生着怎
样的变化？能否随着经济质量的提升而迈上新台阶？透过股市这个窗口，又如何
窥得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前景？

29日15时，伴随着8月最后一个
交易日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别收报
2217.20点和7841.70点，2014年A股
市场完成了三分之二时段的交易。

过去8个月中，A股走势可谓“峰
回路转”。上半年，沪深股指低位震荡
双双告负。向来被视为“经济晴雨表”
的股市大幅落后于GDP增速。

不过，这一切在下半年伊始骤然改
变。得益于多重利好因素的拉动，沪深
股指在7月下旬分别走出罕见“八连
阳”，上证综指于8月 20日盘中攀上
2248.94点的年内高点。

不期而至的反弹，令不少人萌发
“牛市来了”的憧憬。

密切跟踪股市动向的人们不会忘
记，一年前的几乎同一时间，一波“销
户潮”让人感叹市场人气降至“冰
点”。这一状况在进入2014年以后逐
步获得改观。

在IPO重启、扩容压力增大的背景
下，今年以来股票市场累计开户数保持
稳步增长态势。截至8月末市场各类
账户累计超过2.26亿户，较上年底增
长逾3％。

在本土投资者投资意愿回升的同
时，越来越多的海外资本开始瞩目A
股。过去几个月中，QFII和RQFII纷
纷增仓蓝筹股，海外资金持续流入香港
市场，积极备战开闸在即的“沪港通”。

A A股人气重新积聚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近期股市上涨是
人们对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信
心的反映，特别是中央关于经济领域一系
列举措和深入反腐的决心，传递出巨大的
正能量。

“各项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特别是
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加上持续的高压反腐态势，增强了人
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海通证券
副总裁李迅雷说。

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制定财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民
营银行开闸、央企改革试点启动、公车改
革……这些改革举措让人们看到一个更
有活力、奋发向上的中国。

“新国九条”、沪港通、新三板扩容加

速、私募基金规范管理、大力打击欺诈上
市和“老鼠仓”……这些利好政策让人们
敢于期待一个更加规范透明、公平公正的
资本市场。

“这些改革政策，效应叠加，带动股市
发展。”李迅雷说。

宏观经济稳中向好是A股走势上涨
的基本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
比增长 7.4％，其中二季度增长 7.5％；
PMI连续5个月回升，并创下18个月新
高；CPI保持稳定，PPI增速连续4个月
回升，创下27个月新高；进出口数据连
续4个月回升；消费和固定资产保持稳
定；工业增加值和工业企业利润继续稳
步增长……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

长助理曾刚认为，系列数据表明经济出现
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奠定了股市上涨的
基础。

市场较为充裕的流动性，为A股上涨
提供了动力。“在定向降准、保险业新‘国
十条’等相关举措带动下，今年以来市场
面资金总体宽松。”曾刚说。

随着余额宝等理财产品收益率走
低，各类无风险利率下降，进一步为
资本市场提供了流动性。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 7 月末，交易保证金余额
达 8168 亿元，创 2012 年 4 月以来最
高水平。

“近期股指持续上涨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银行体系的信贷供给在上升。”安
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说。

他甚至认为，信贷供给将有助于股票
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恢复，经过一段时
间发酵，也会反哺实体经济。

C 改革正能量撑起股市“上行线”

面对近期股指的持续上扬，投资者最
关心的是未来股市的方向。尽管关于牛
市的讨论不绝尘嚣，但更多市场人士认为
判定A股“牛市已经到来”为时尚早。他
们在对A股近期走势保持乐观的同时，认
为从中长期来看，股市真正进入牛市还需
要做大量的系统性工作。

近期股市的上涨，得益于信心的提振
和流动性改善。但从中长期看，股市真正
进入牛市，还有赖于实体经济的显著改善
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各项改革政策的具体
落实。

“现代火箭发射人造卫星基本上是三
级推进，一级一级形成接力。过去几年，
中国经济存在的很多问题，就像强大的地
心引力，禁锢了A股的上涨，指数要摆脱
束缚，从现在的位置向上爬升，出现像样
的牛市，也需要来一次‘三级推进’。”高善
文说。

他认为，目前也许已经处于第一级火
箭助推的过程中。它的主要表现是银行
主动信贷创造带来的信贷市场放量和利
率下降。但单独依靠第一级火箭，是不太
可能将股市推入牛市轨道的。可能用不
了太长的时间，第一级火箭的燃料就会耗
竭。第二级火箭成功点火的标志，是经济
或经济预期的明显改善。

“第二级火箭应该还没有点燃，成功
点燃的可能性偏大一些，但这还需要等待
数据的验证。”

“第二级火箭的推动力仍然是有限
的，市场出现一定量级的牛市，还需要第
三级火箭的推动。第三级火箭成功点火
的标志，是私人部门投资的恢复，和十八
届三中全会承诺的重点领域改革落到实
处。”高善文说。

在各种乐观预期和牛市期待中，也存
在着悲观声音。尤其是最近，在股指持续

上行一段时间之后，一些机构的判断开始
变得谨慎。中信证券甚至发布报告称：经
济复苏趋弱，市场反弹结束。看空的一个
重要依据是：8月21日，汇丰公布中国8
月制造业PMI初值50.3，创近三个月最
低，这也是该指数结束了4个月来的反弹
出现拐点向下。中信证券由此认为：“市
场预期的方向已发生改变。”

股市走势仍存变数。改革措施能否
落实到位、房地产市场能否企稳、经济能
否顺利转型升级、美联储货币政策动
向……这些因素都让股市的未来充满不
确定性。

不过，受访人士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将步入新阶段的预期，势必给
股市带来极为珍贵的信心和有力的支撑。

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的带领下，负载着宏大蓝图的改
革车轮正坚定前行，改革的范围和深度将
是空前的，这些都将在股市中有所表
现。

（据新华社北京电）

D 牛市是否已经到来？

如果放眼全球股市，可以发现，A
股市场与同期其他市场的表现相比，其
实并不算“抢眼”。

从全球市场观察，今年以来经济复
苏推动资本市场普遍上扬。作为成熟市
场的代表性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等美
股三大指数8月27日携手创出历史新
高。新兴市场表现更加抢眼，截至8月
28日收盘，印度孟买SENSEX指数年内
累计上涨近26％；阿根廷MERV指数
同期涨幅更高达八成以上。

上述数据意味着即使经历强劲反
弹，A股的整体表现仍然不敌一些新兴
市场，相对于欧美等成熟市场的估值优
势也在逐步丧失。

但另一方面，与总体表现相比，A
股市场悄然出现的结构性变化似乎也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
究所的统计显示，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划
分，今年以来综合类、休闲服务、
汽车、计算机、电
子、有色金属、通
信、电气设备、轻工

制造、国防军工分列行业涨幅榜前十
位。

进入2014年以来，大数据、文化传
媒、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新能源、高
铁建设、3D打印、上海自贸区、国企改
革、“沪港通”等概念股相继成为市场热
点。

统计显示，截至8月28日，A股市
场年内累计排名前十位的个股中，9只
涨幅超过200％。今年以来股价“翻
番”的个股也不在少数。

这意味着尽管A股还未显现出明
显的“赚钱效应”，但若能
精准把握优质投资标的、
踏准市场节奏，精明的投
资者依然能跑赢指数，获
取不菲的收益。

B 精明的投资者跑赢指数

6月30日：2048.33
8月29日：2217.2

+8.2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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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账户上升

休眠账户减少
截至8月22日：
从年初的 4270.49万户
减至4239.1万户
共减少31.39万户

截至8月末：
累计超过2.26亿户
较上年底增长逾3％

特别关注 沪深股市

述评

中国股市牛熊

股市上涨，股民喜笑颜开（资料图片）。

制表/王凤龙

沪市六轮牛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