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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品市场创新有利于股市发展
◆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董事长 张慎峰

目前 ， 我国金融衍生品正处于起步阶段，品
种少，功能小，与发达市场差距明显。但现在的
落后恰恰证明未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我国金融
衍生品市场的创新前途无限。
一个完整资本市场一定包括一级发行市场、
二级交易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不能忽视三级风
险管理市场。下面从四个方面做简要的介绍。

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欣欣向荣
到目前为止，沪深 ３００ 股指期货已有 ２６．８ 万
户参与交易。五年前刚上市时在全球排在 ４００ 位，
今天已跃居全球第一位。
在发展过程中其发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解决股票市场的单边上涨或单边下跌的单
边市行情。其次，大大降低股市波幅。沪深 ３００
上市前后各五年涨跌超过 ２％ 的天数，分别下降
５２％、５６％。第三，助推大额长线资金进入资本
市场，夯实股票市场现货的发展基础。同时也吸
引大量机构投资者入市，开发了更多的创新产品。
这当中有 １．８ 万户是机构投资者，特许机构包括证
券、基金、信托、期货、资管、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ＱＦＩＩ）等等，达到 １．１ 万户，它们参与股指
期货交易数量是五年前上市初期的十几倍。第四，
促进了股票投资文化的优化，鼓励价值投资，避
免频繁换手调仓。数据显示，股票换手率由股指
期货上市一年前的 ６０９％，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２６％，
下降了 ７９．２％。也就是说，克服了老百姓追涨杀
跌的“羊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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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品市场创新对目前股市发展是雪中送炭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市的上证 ５０ 和中证 ５００
股指期货扩大了风险覆盖面，由原来的 ５６％ 扩展
到 ７４％，解决了“一顶帽子大家戴”的状态。现
在股票交易量、持仓量都增长两到三成。同时也
促进上证 ５０ＥＴＦ 期权发展，促进更多机构参与现
货市场。
中金所近期将要推出股指期权产品
作为期货的期货，作为保险的再保险，中金
所拟分步推出三个产品，分别是沪深 ３００ 股指期
权、上证 ５０ 股指期权、中证 ５００ 股指期权，现
在产品仿真交易已非常成熟。
另外，还开发了恐惧指数，这是衡量市场风
险的压力计和温度计，使股市风险更可测可控，
会促使我国股市的发展更稳健、更健康。
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创新前途无限
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处于起步阶段，品种少，
功能小，差距明显。由于市场分割，银行还没有
被批准参与到市场中来，所以国债期货发挥作用
相对较小。
欧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金砖国家，其金
融衍生品品种分别是我国的几倍、几十倍，产品
上市速度非常快。这也给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
展提供了机遇，现在落后不要紧，恰恰证明未来
成长空间巨大。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发展金融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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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场”的表述，充分体现了国务院对金融衍生

隔夜利率指数期货，把利率水平由一个点延长为

品市场发展的高度重视。前不久，国务院批复了

无限期限的一条线，助推最广泛的无风险收益率

发改委等部门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意见，促进期货

曲线的形成，更好地把货币政策信号传达到中长

领域的改革、开放、创新与发展。金融衍生品市

期，服务于实体经济。

场的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除此之外，中金所还开发了更多的外汇期货

目前中金所储备了一系列的创新品种，比如

产品。伴随着“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股指类的有深证 １００、中小板、创业板。伴随利

分别开发出欧元美元、澳元美元一系列交叉期货，

率市场化，还准备推出两年期的国债期货以及债

以及人民币对相应货币的外汇期货。中金所贯彻

券市场回购隔夜利率指数期货。债券市场回购隔

社会责任至上的理念，在党中央、国务院、证监

夜利率指数期货，这个产品是创新设计，目前只

会的正确领导下，把我国风险管理市场打造得更

有巴西的一个产品与其相类似。要通过债券回购

坚实，以更好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发展。

新三板是资本市场最大的创新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董事长 杨晓嘉

“国六条”与证监会 118 号文两个重要文件的出台，加快了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创新，也使新三板实现了“弯道超车”
和步入“快车道”。本文认为新三板是资本市场创新的产物，新
常态下新三板的创新空间将会更大。

资本市场是培育和滋生创新的最好温床，新

呈现一种典型的倒金字塔格局。中小企业进入资

三板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创新。没有创新就没

本市场似乎除了申请首次公开募股（ＩＰＯ）就没

有今天的新三板。

有其他办法和渠道，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
的问题一直是个瓶颈。

新三板是资本市场创新的产物
２０１３ 年初，也就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简称“全国股转系统”，俗称“新三板”）
成立之初，当时主板上市公司有 １４３９ 家，中小板
７０１ 家，创业板 ３５５ 家，新三板 １９１ 家，资本市场

为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国务院和证
监会启动了新三板建设，且力度很大。其中对新
三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文件是国务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发布的 ４９ 号文——《关于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即“国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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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六条”不仅明确了全国股转系统的法律地位

重要文件有一个共同特点，产生了一个共同作用，

和“主要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

就是加快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创新，也使

发展服务”的市场定位，更重要的是使多层次资

新三板实现了“弯道超车”和步入“快车道”。

本市场建设成为现实和可能，使中小企业融资难、
社会资本投资难的“两难问题”得以破题。
此文件发出 ２０ 多天之后，新三板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进一步扩大试点到全国。可以说“国六
条”对今天新三板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也为新三板作为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场所服
务中小微企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时隔一年，新三板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期。
证监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发布《关于证券经营机
构参与全国股转系统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即证监会 １１８ 号文。其对 ２０１５ 年以来新三板的发
展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改
革精神的文件，它将形成对新三板支持政策上的
六个突破：
一是允许券商以股权、期权支付方式创新收
费模式，促使券商开始着眼于全产业链构建。
二是允许公募基金投资新三板挂牌股票；券
商做市业务可以采取借券等方式，对冲做市业务
风险。
三是允许和鼓励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到新三板
挂牌融资。
四是允许做市库存股持仓比例可以超过
５％，进一步明确了券商自营、做市风险控制指标。
五是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
基金公司的子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股权投
资机构开展推荐或做市等业务，进一步扩大市场
参与主体范围。
六是允许证券公司开展挂牌企业股票质押式
回购业务试点，进一步增强券商服务中小企业能
力。
目前 １１８ 号文的有些操作细则虽然还未完全
出台，但其发出的信号已经对市场产生了如同加
油门似的重要影响。
总之，“国六条”与证监会 １１８ 号文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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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三个拐点
２０１５ 年以来新三板出现了三个明显拐点。
第一，投资和融资同步出现增长拐点。２０１５
年截至 ５ 月 ２２ 日，融资总量已达 ２１１．５４ 亿元，比
２０１４ 年全年的 １３２ 亿元净增将近 １００ 亿元。融资
量最大的达到 ５０．３２ 亿元，融资次数最多的有 ４ 次。
融资用途从补充流动资本到涉及股权激励、项目
融资、做市等方面。同时融资的外部性增强，加
快了挂牌公司股权的分散度，股东人数超过 ２００
人的公司越来越多。
市场覆盖的业态不断加宽加厚。有 １０ 个金融
细分行业挂牌公司 ２５ 家，覆盖了小贷公司、担
保公司、租赁公司、农信社、资产管理公司、保
险代理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等
金融机构，增强了小微金融供给；１０ 个医药细分
行业共计 １３０ 家挂牌公司，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同比增
长 ３８．８４％；１６ 个信息技术细分行业共计 ８００ 家挂
牌，覆盖了诸如物联网、数字出版、大数据、智
能交通、云计算等新兴产业领域；有 ６ 个文化传
媒细分行业共 ３７ 家公司，涵盖了体育赛事组织
推广、电影制作发行等领域。
新三板代表的新业态已经充分反映了中国信
息经济时代的特征。如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市值
已分别占到市场总市值的 ２６％ 和 １１％，这个特征
与早已迈入信息经济时代的美国资本市场的市值
占比结构非常类似。
第二个拐点是市场交易由冷变热，这个过程
比预想的来得快来得猛。交易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是，有交易行为的公司已占三分之二以上，现在
每天交易量基本稳定在 １０ 亿元以上。
交易上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做市商制度开始发
挥作用，目前三板做市企业 ３４６ 家，占挂牌总数
的 １５％ 左右。虽然比重还不是很大，但与协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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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资管、阳光私募等专业机构投资者管理的产
品已达 ４１０ 只，而 ２０１４ 年底才仅仅 ２２ 只。
如果说上述三个拐点更多的是反映市场量的
变化，那么市场主体，包括全国股转系统在内，其
观念和理念的变化使市场开始发生一些质的改变。
一种看法是：新三板的快速发展使券商真正
有了客户概念。以前都是围绕通道做业务，只认
标准条件不认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在券商
业务模式都在改变，通过挂牌推荐和做市业务将
投行、经纪业务、资管业务等业务链条全部打通
并形成了协同效应。券商的盈利模式也不仅仅在
推荐业务上，而是在挂牌后的持续发展业务中获
取收益。这是非常大的改变。
还有一种看法是：新三板为普惠金融找到了
一种实现方式。这种小额快速按需的融资方式，
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领域恢复金融的本质
和草根性。
可以说，新三板支持创业创新已经具备两个
明显优势：
让方式相比，做市交易基本上形成了连续的价格

一是规模效应已经显现。截至 ５ 月 ２２ 日，

曲线，做市板块备受投资者关注。做市商的核心

挂牌公司总数已达 ２４５２ 家，比 ２０１４ 年净增 ９００ 家，

功能，并不是撮合交易，而是估值定价。这个作

总市值 １２５４５ 亿元，实现了对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

用开始显现。做市企业的融资行为和融资比重均

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中西部地区

高于协议转让，做市企业的股价已成为发行增资、

２０１５ 年新增挂牌公司 ２３０ 家，占 ２０１５ 年新增总

并购重组和股权质押的重要依据。截至 ５ 月 ２２ 日，

数（８８６家）的 ２６％；小微企业 ２０１５ 年净增 ６０５ 家，

全市场累计成交金额已达到 ８１１．７９ 亿元，差不多

占比由 ２０１４ 年底的 ６６％ 增长到目前的 ７１％。

是 ２０１４ 年全年的 ７ 倍。

二是制度优势开始显现。根据 ２０１４ 年年报

第三个拐点是，市场参与主体和合格投资者

披露，２３２０ 家挂牌公司盈利，占比为 ８６％，营业

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股转系统的预研预判。截

收入同比增长 １０．８６％，平均净利润增长 ２４％。尤

至 ５ 月 ２２ 日，投资者账户总数已达 １２．５８ 万户，

其是挂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同比增长了

其中合格投资者达到 ７．６１ 万户，占比 ６０．４７％，比

１３４．１８％，反映出挂牌公司较强的现金获取能力和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４８ 万户新增了 ６ 倍。参与市场的主办

经营质量。特别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业

券商有 ８５ 家，做市商 ７６ 家，会计师事务所 ４０ 家，

态公司数量占比为 ３０％，平均净利润增长 ６１％。

律师事务所 ３８４ 家，私募股权（ＰＥ）、风险投资

挂牌公司已形成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成长性，

（ＶＣ）参股的挂牌公司占比达到 ４５．５％，与股转

二是草根性。中小微企业占 ９５％ 以上，民营企业

系统签署战略合作的银行达到 ２７ 家。基金专户、

占 ９５％ 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占了 ８０％。它们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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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成为新三板创新的动力和
源泉。
所以说，新三板是资本市场创新的产物。

转让和交易，实现对中小微企业的估值和定价。
为此，全国股转系统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探索制度设计，学习了解全世界的先进经验，总
结分析交易所市场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听取市场

新三板创新最大特点是为企业创造变梦想为现
实的可能条件
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难在两点：一是信息不
对称，即投融资需求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公开信息
了解平台；二是价格谈不拢，股权融资的难点在
于定价，原因是公司股份价值理论上等于公司未
来盈利的贴现值，但未来又是很难预期的，致使
企业与投资方对价很难谈拢。目前普遍的解决办
法是签对赌协议，这就意味着融资方将承担丧失
控制权的风险，从而失去股权融资的本质特征。
而新三板恰恰具备了信息披露和定价这两个基本
功能。通过源源不断的挂牌企业信息披露，让投
资者了解了中小微企业信息和需求，又通过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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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新三板的历史沿革，
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开始到中关村试点，到扩大
到上海、天津、武汉共四个高新技术园区，最后
扩大到全国的过程，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最后形
成了现在的 ６６ 个制度、规则和指引。包括挂牌
准入上不设财务标准，允许“小额、快速、按需”
的融资安排，对 ２００ 人以下融资实施豁免核准，
不对定向发行的时间、价格、方式进行限制，不
对股权激励机制和股份锁定期做出时间规定，发
行人可自主选择交易方式，交易方式之间可自由
转换等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最有效地实现投融资对接。
上海国际医药园区的一家挂牌公司是生物医

（7、8）.2015
SHUIMU TSINGHUA NO.56

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

药公司，该公司有主打产品，但尚未取得新药许

有好的制度就有好的投资人，就有好的公司、好

可证，未上市销售，也没有销售收入。该公司在

的中介。

新三板挂牌后的 ７ 个月时间内进行了四次定向发
行，融资 ３．９９ 亿元，开创了一家“种子企业”产

未来真正的竞争绝对不是企业资源的竞争，
而是制度创新的竞争，是差异化和多元化的比拼。

品还没投放市场、没有销售收入但在全国性证券

２０１５ 年随着新三板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一

交易场所成功融资的先河。这家公司在挂牌之前

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问题暴露出来是好事，可以

没有任何一个外部投资者，公司股东仅有 ２８ 人，

帮助我们更好、更清醒地认识和了解市场。应该

挂牌后通过 ４ 次融资以及做市交易股东人数超过

说全国股转系统还处在初创阶段，我们将会不断

了 ３００ 人。

跟踪、分析、研判市场走势，加快制度创新。

在学习了解纳斯达克的成功因素中，除了美

新三板目前的创新空间才仅仅是撕开了一个

国浓厚的创业文化和创新氛围以外，发现有一条

口子，随着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创新的空间将会

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和技术的不断创新，

更大。

不拘泥场内场外，专注为发行人和投资人提供效

下一步全国股转系统的工作目标是将新三板

率高、成本低、安全透明的资本市场平台。纳斯

进一步广覆盖，将加快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领

达克对创新的包容度是非常大的，很多生物科技

域拓展。２０１５ 年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动向：

股仅仅还处在临床二期、三期阶段，离新药报批、

一是各级政府加大了政策支持；二是中介机构加

销售还有一段距离，就上市了。据了解，２０１５ 年

大了各方面的投入；三是市场主体积极主动衔接；

１ 月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中处在临床二期

四是与主板和区域市场间的相互联系、联动开始

的有 ６５ 家，市值最高的达到 １７ 亿美元；处在临床

发力。

三期的有 ５４ 家，市值最高的达到 ７１ 亿美元。很多
有代表性的生物医药公司暂时都没有营业收入。

如何利用和发挥好这些优势，对新三板加快
发展非常重要。为此我们将在服务投融资方式上

纳斯达克的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让

采取更为灵活、更为务实的态度，不断增强市场

更多的企业来发行，让更多的资源支持实体、支

融资功能，为风险投资市场的真正形成、为民间

持创新创业。

资本成为创新资本创造良好条件。在交易机制上

新三板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已实现电子化受理，

将大力发展做市转让方式，进一步完善股票价格

２０１４ 年共受理申请 １７９２ 家，２０１５ 年截至 ４ 月 ３０

形成机制；在提高市场效率上，将通过探索内部

日已受理 ９６７ 家，４ 月份单月受理就达 ６１８ 家。

分层、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试点、引入符合

一旦这些企业 ２０１５ 年全部挂完牌，市场格局会发

条件的非券商机构开展推荐和做市业务、优化挂

生很大改变，倒金字塔完全可能变成正金字塔。

牌审查等创新方式，不断提高服务市场能力。金

如果再加上区域市场挂牌公司，成千上万个中小

融难，真正难在建立标准和法则，我们还将加快

微企业必将形成一个宽广坚实的金字塔底座。

研究建立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监管规则体系。将充
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备份技术，加快自律管

新常态下的新三板，创新仍然是新常态
目前全国股转系统正在做的是加快制度创
新，与市场创新同步。
新三板的起步和发展得益于国家政策红利，
也源自于制度创新。制度是牛鼻子，俗话说得好，

理方式的转变。
全国股转系统 ２０１５ 年制度创新的重头戏应
该还是分层。分层的目的是实现差异化管理，这
是继做市商制度推出后的又一个重要制度，必将
对市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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