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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迎来里程碑

上篇

四两拨千斤，消费券撬动内需潜力

上市公司突破4000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近日，A 股市场迎来一个里程碑，A 股历史上上市公司
数量突破 4000 家大关。从 1990 年 12 月份首批上市的“老
八股”一路走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量、总市值、股票发
行数量连创新高。截至 9 月 14 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市
值已达到 79.53 万亿元，相比“老八股”23.82 亿元的总市
值增长了数万倍。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提速，IPO 发行常态化将为投资者
提供更多投资标的。
”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说。
分行业看，机械设备、医疗保健、化学品三大行业上市
公司数量最多，均超过 300 家，电子、计算机、电力及新能
源设备行业上市公司数量超过 200 家。此外，汽车、金属材
料、传媒互联网等 10 个行业的上市公司数量超过了 100 家。
这么多上市公司，质量如何？对此，专家表示，A 股基
本覆盖了国内各个行业的领军企业，目前已有超百家上市公
司市值突破 1000 亿元。其中，贵州茅台、工商银行、中国
平安、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人寿等上市公司的市值更
是超过了 1 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千亿市值上市公司中，生物医药、计
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较高，总计有 35 家相关行业的上
市公司市值超过 1000 亿元。特别是随着科创板的开市，在
科创板 IPO 的企业数量已达到 150 家，更有京东数科、蚂蚁
集团、光云科技、傲基科技等一批互联网企业拟在科创板
上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
示，要想提高和保持住上市公司质量，就必须在监管层面提
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同时，就上市公司本身经营质
量来说，经营要看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和自身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与新股发行市场的火热相比，A 股退市
企业数量始终不高。从 2001 年出现首家退市公司至今，A
股共产生了 77 家真正意义上的退市公司，这一数据占上市
公司总数量的比例很低，与成熟资本市场退市公司占比数据
还有不小差距。
过去，上市公司退市难是 A 股市场的一大“顽疾”。这
种近乎“有进无出”的状态使 ST 股票经常被“爆炒”，这
也造成很多业绩不佳的“戴帽”公司被追捧，制约着股市优
胜劣汰。对此，专家表示，设立科创板、创业板改革提速并
试点注册制后，上市公司退市将逐步常态化。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统计显示，今年以来 A 股已有 28 家企业退市，包括 15
家强制退市和 13 家重组退市。
盘和林表示，随着退市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严格落实，
未来 A 股的退市必然呈现常态化态势，但目前退市常态化
依然在推进中，一部分原因是制度化配套还在跟进中，制
度要解决的不仅是退市问题，还有上市公司一旦出现退
市，投资人诉讼赔偿问题、责任追究问题。上市公司退市
不是为了减少上市公司数量，而是要让资本市场优胜劣
汰、新陈代谢。

本报记者 周

目前，全国整体发放消费券总额超过 300 亿元，抢券、晒券、用券成为潮流。在消费券发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复苏作用的同时，
“薅
羊毛”
“虚假消费”等现象也随之出现。专家认为，有关部门要拓展思路，强化监管措施，做到对消费券发放流向的全流程监管；
各地政府
应借助金融科技精准发放消费券，实现精准救济的同时刺激消费。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提振
居民消费信心、激活消费市场潜力，自 3 月
份起，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发放消费券，抢
券、晒券、用券成为潮流。如今，消费券发放
成效如何？还存在什么问题？需从哪些方
面改进？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学者。

杠杆作用明显
从各地发布的数据来看，消费券发放力
度之大前所未有。目前，全国整体发放消费
券总额超过 300 亿元。
一方面，各地发放的消费券涉及行业非
常广泛，既包括需求收入弹性大的旅游、健
身等消费，也包括饮食、服装等日常消费。
另一方面，各地发放的消费券总金额更
是屡创新高，其中浙江、湖北、江苏、北京等
地向公众发放的消费券均超过了亿元级别。
此外，从 7 月份开始，发放主体也不断
增多，支付宝、微信支付、美团等平台联动银
行、企业、商家加大发放力度，共同发放消费
券超 100 亿元。
从实施效果来看，发放消费券对刺激消
费作用明显，这主要体现在消费券的杠杆效
应上。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测算，每 1
元钱的政府补贴能带动 3.5 元至 5.8 元的新
增消费，杠杆效应达到 3.5 倍以上。
来自各地的测算数据则显示出更大的
杠杆效应。例如，截至 8 月中旬，山西省
有 9 个 市 共 发 放 政 府 电 子 消 费 券 1.98 亿
元，实际核销金额 1.35 亿元，拉动消费 11
亿元，拉动效应达到 8 倍。福建省上半年
通过支付宝发放消费券，全省累计投入财
政资金 1.83 亿元，带动消费 27.9 亿元，杠
杆比率达 15.2 倍。截至 7 月中旬，江苏各
地政府累计发放消费券约 27.1 亿元，撬动
消费近 300 亿元。
与此同时，消费券的杠杆效应还惠及了
广大实体商户，尤其是有效帮助了小微商
户。支付宝发布的数据显示，小店经济是消
费券的最大获益者，有九成消费券流入小
店，支持消费券的小店流水增长超 70%，超
过疫情前水平。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表
示，在疫情下，适时发放消费券，引导民众更
多地在受影响较大领域进行消费，有助于改
善商家经营状况。同时，特定领域的终端消
费得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势必会带动生产
端的扩张，从而推动经济运行重回正轨。

应避免出现“薅羊毛”现象
在消费券发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复苏
作用的同时，
“薅羊毛”
“虚假消费”等现象也
随之出现，既影响了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也
使得消费券的实际作用打了折扣。
比如，伴随“发券”热潮兴起，
“ 羊毛党”
也闻风而动。有的“羊毛党”公然在网络上
发帖收购消费券，再通过虚构消费的方式，
与消费者分成套利。有的“羊毛党”通过技
术手段批量抢领消费券，然后再低价售卖。
甚至有的消费者与商家串通，以虚假消费方
式实现消费券套现。
“出现‘薅羊毛’的现象，说明平台仍存

在较为严重的风控漏洞。”上海大学科技金
融研究所副所长孟添表示，当前部分投放消
费券的互联网支付平台暂未实现消费券使
用过程可追溯，平台技术能力不足，不能有
效地做好风险控制。
在“薅羊毛”之外，部分消费者还反
映，一些地方的消费券发放不够精准，使
用规则过于复杂，“需要的领不到，领到的
不想消费”“促销意味重，便民意味少”。
此外，有些地方发放的消费券面值过小、
限制过多，使得消费券无法惠及更多人，
尤其是无法改善最需要消费券扶持的中低
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
“相对于现金，消费券有使用门槛、使
用范围、使用期限等一系列限制因素，这
难以让消费者随心所欲地释放购买力。因
此，部分地方发放的消费券出现了真实价
值低于票面价值的情况。”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
在使用消费券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商
家修改使用规则、以次充好、变相加价等
问题，从而导致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有效
保护，消费券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
相关专家表示，消费券发放监管还应
加强。一些地方如果只是跟风、形式化地
发放消费券，既会让消费券成为部分人的
专享福利，也会增加政府财政压力，造成
社会资源浪费。

遏制消费券套现的不良行为，保障各地各
企业发放消费券的积极性。
在发放行业及发放对象方面，应当有
所选择，尽可能实施精准投放，避免仓促
投放，让政府补贴券沦为商家打折券。北
大光华—蚂蚁集团研究院联合课题组认
为，要防止消费券异化成商家的促销手
段，政府应当拿出“真金白银”的财政补
贴。同时，对于中小微企业，需要无区别
对待，不设置商家准入门槛，避免产生套
利空间。
“应尽量选择非耐用型、替代效应较低
的消费品，如本次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餐

还需精准投放
如何更好发挥消费券的杠杆作用，让
有限的资金效用最大化？专家认为，消费
券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还需精
准投放。
对于已经出现的花式“薅羊毛”套
路，当务之急是要堵住监管的漏洞。专家
表示，有关部门要拓展思路，强化监管措
施，做到对消费券发放流向的全流程监
管，同时引入信用惩戒机制，坚决打击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
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体中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08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748
批准成立日期：2004 年 06 月 11 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院 2 号楼一层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 年 08 月 17 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华支行
简称：华夏银行北京光华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2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750
批准成立日期：2003 年 11 月 27 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 8 号院 1 号楼 1 层 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 年 08 月 20 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 查询

饮、健身、文旅等生活服务消费品。”盘和
林表示，这些领域的消费不会使消费者减
少正常的开支，也无需替代原有的消费计
划，因此可有效避免政府财政支持对居民
正常消费活动造成的挤占效应。
“建议各地政府借助金融科技精准发放
消费券，尤其是向困难群体精准发放消费
券，实现精准救济的同时刺激消费。”孟添
表示，不同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获
得消费券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就不同，拉
动社会零售总额的作用也就不同。借助大
数据等技术能够精准确定需要帮扶的特定
对象，可以强化消费券的刺激作用。

□ 晓

金融衍生品助力
野

充分发挥好杠杆效应
今年以来，消费券成为“网红”，地
方政府、企业、商家纷纷加入发券队伍，
热度不减。其实消费券并非新鲜事物，也
不是我国首创。只不过，在正常情况下，
政府发放消费券，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消费
行为，更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所以发
放消费券并不是政策层面挖掘内需潜力的
常规手段。相对而言，企业发放消费券更
为常见，被看作是一种吸引消费者、打开
市场的促销手段。
消费券所具有的功效，国内外早已有
较多实践进行了验证，比如有助于缓解低
收入家庭的生活压力，刺激消费者购买欲
望、扩大市场需求，定向帮扶弱势行业产
业等。在非常时期，消费券更是能够发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
和国金融许可证》，
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南明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1991 年 08 月 01 日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都司路 30 号
机构编码：B0003S252010030
许可证流水号：0067194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
管局
发证日期：2020 年 08 月 25 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网站 www.cbirc.gov.cn 查询

琳

出独特作用，
促进供需良性循环，
带动宏观
经济链条加快运转等。从今年的实践来
看，
消费券发挥了提振居民消费、
带动生产
端回暖、
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
延，世界经济遭遇严重风险挑战。越是这
个时候，越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挖掘消
费市场潜力。充分发挥消费券的“撬动”
能力，有助于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居民的边
际消费倾向，把在疫情防控中被抑制、被
冻结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
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
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强劲回补，进一步助
力实体经济回暖，推动国民经济稳定恢复
增长。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
和国金融许可证》，
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观山湖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1993 年 08 月 01 日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 X 组团 1-5
栋 1-3B 号
机构编码：B0003S252010021
许可证流水号：0067194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
管局
发证日期：2020 年 08 月 25 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网站 www.cbirc.gov.cn 查询

大豆产业链风险管控
本报记者 祝惠春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关系日趋复杂对大豆产
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一方面，在疫情期间，物流遇阻、餐
饮业油脂消费下降，大豆供需两端均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
面，大豆进出口贸易受到较大影响，进口美豆、俄豆等方面
受到抑制，国内市场的供应量略显不足。对此，大连商品交
易所总经理席志勇在“第五届中国大豆产业国际高峰论坛暨
后疫情时代产融协同育新机探讨”会上表示，期货业将积极
应对、开拓新局，持续推进产融结合，善用金融衍生品工
具，解决好大豆全产业链的风险管控工作，助力筑牢国家粮
食安全“压舱石”
、端牢中国饭碗。
据介绍，今年 1 月份至 8 月份，参与大连商品交易所大
豆系列期货品种的法人客户数、成交量、持仓量均有大幅提
高，较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29%、41%和 58%。目前，国
内 70%的豆粕、50%的豆油现货贸易采用大商所期货价格
进行基差定价；参与大商所市场的油脂油料企业的大豆压榨
量占全国的 90%以上。
“中国大豆产业需要更加开放的国际化思维、更加专业
的资本化思维、更加科学的原产地思维。”中国大豆产业协
会会长、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宝龙表示，“保
险+期货”是金融创新服务“三农”的重要模式，该模式能
够把保险业经济补偿功能、防灾减损功能与期货业的价格发
现、规避风险、套期保值功能结合起来，保障范围更广，服
务效果更好，已成为金融市场支持“三农”发展和服务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大商所加快大豆系列期货品种创新，构建起较
为完整的衍生产品体系。目前，大商所在大豆产业链上共上
市了黄大豆 1 号、黄大豆 2 号、豆粕、豆油期货 4 个期货品
种和豆粕期权工具，推出了商品互换、标准仓单交易等场外
业务。加上粳米、玉米、玉米淀粉、棕榈油、鸡蛋期货以及
上半年获批并在持续推动上市中的生猪期货，大商所已初步
形成从粮食原料、压榨、饲料到养殖的全产业链避险链条，
为相关企业提供了较为有效的价格发现及多元化、精细化的
风险管理工具。
席志勇表示，大商所顺应国产大豆贸易流向和消费结构
发展实际，优化了黄大豆 1 号合约交割质量标准，把基准交
割地调整至哈尔滨，并相继在吉林、内蒙古增设交割仓库，
实现交割区域对国产大豆主产区的全覆盖，更加便利产地企
业参与套保。交易所在豆油期货品种上实施动态升贴水制
度，创造性地解决了华南地区交割库升贴水难题。特别是今
年以来，大商所加大交易手续费减收力度，降低交易手续费
收取标准，特别是对产业企业套保交易手续费减收 90%，
推出差异化保证金政策，免收交割手续费及标准仓单充抵保
证金手续费，切实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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