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股历史上十大惊心事件
你经历了哪些？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方朝春

2017年A股市场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估计多数投资者都会想到2017年的第一只退市股——新都退。从停牌前的15个涨停到复
牌后的17个跌停，巨大的反差让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欲哭无泪”，亦成为他们心中不可磨灭的一道伤痕，同时也让旁观的投资者看得“心惊肉跳”。

中国证券市场诞生至今已近27年，在这期间，股指跌宕起伏，市场中牛熊更替，出现了无数刻骨铭心的事，令许多投资者至今难以释怀。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梳理了A股市场上令人难以忘怀的十大事件，希望以此给老股民一个清晰的回忆，同时给新股民一个历史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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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出的股票认
购证，是中国A股历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件重大
事项。

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仅1年多的时
间，市场上主要是“老八股”唱独角戏，而且因股
票供不应求，形成了僧多粥少的有价无市的局
面，所以，市场扩容成了当时的当务之急。另
外，当时新股发行时，经常出现股民在发售地提
前几天排队的情况，而发行时亦常出现混乱局
面，这也给管理层敲响了警钟。

因此，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确保之后新股的
顺利发行，1992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上海推
出了股票认购证，每本30元钱，无限量发售，认
购证有效期为一年，俗称“小绿本”。

认购证由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上海万国证
券公司、上海海通证券公司出面发行，由中国工
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担任财务代理。并于3月2
日，进行了1992股票认购证的首次摇号仪式。

认购证的推出解决了限量发行认购证所产
生的严重的供求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
购买股票面前、人人机会平等的精神。

由于当年人们每月收入也
就 200 多元，如果不中签将变
成废纸，认购证30元的发行价，对他们来说算
是成本较高，因此，认购证刚被推出之时，购买
的人比较少。

然而，之后，认购证被神奇般地从30元一
路狂炒到近万元、100份为单位（佰连号）更被
炒到100万这一常人难以想象的天价，认购证
成了当时的稀世珍宝。这也使得购买了认购证
的人赶上了这一趟财富“列车”，出现了较多“百
万元大户”，从此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而那些错
过机会的人们，也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本来轻
而易举到手的财富流逝，1992年的股票认购证
也成为了许多失去机遇的投资者心中之痛楚。

此后，股票认购证在各地发行新股时被广
泛采用，由此壮大了股票认购证家族。不过，随
着电脑互联网发展，股票认购证的方式，因成本
高、效益低，逐渐被淘汰。1995年后股票发行
改用全电脑上网定价发行方式，股票发行也实
行了无纸化，从此股票认购证成了绝版的“断代
现代文物”。

股票认购证

1999 年的“5·19”井喷式行情是股民不能
忘却的一段历史。

在沪深证券市场持续下挫、沪指创出
1047.83点的阶段新低后，1999年5月19日，中
国证券市场突然开始了井喷式的上涨行情。

5月19日上午，股市较为平静，午后场外资
金却蜂拥而至，不断推高指数，在东方明珠、综
艺股份、中信国安等网络股的带动下，股指直线
拉升。截至当日收盘，上证指数大涨4.64%，深
证成指大涨5.03%，沪市成交额从此前20亿元
暴增至42亿元。

气势磅礴的“5·19”牛市行
情就此展开。

6月10日，央行宣布减息，
上证指数在此刺激下一路高走，截至6月14日
收盘，沪指报收1427.71 点；到了6月 30日，上
证指数在盘中上涨到 1756.18 点，短短 1 个多
月，涨幅高达65.69%。

同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
式实施，沪深证券市场遭遇急挫，上证指数狂跌
128点，大跌逾7.6%，这也宣告了“5·19行情”
结束。

5·19大牛市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整体规
模、功能和效率大大提升，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
大同时也是最有活力的证券市场之一；我国证
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比重远远低于境外成熟
市场，这严重制约了我国证券市场功能的发
挥。因此，引入QFII 制度（合格的外国机构投
资者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2002 年 11 月 7 日，中国证监会、央行联
合颁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

管理暂行办法》，允许合格的境
外机构投资者，在一定规定和
限制下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投资境内证
券市场，并自 2002 年 12月 1日起施行。这也
意味着，境内证券市场大门正式向境外机构
投资者开放。

截至 10 月底，中国外汇监管机构累计批
准 QFII 额 度 790 亿 美 元 ，获 批 机 构 为 277
家。

QFII制度确立

2007 年的 5·30暴跌，可以说是在A股市
场上，难得一见的“惨痛史”。

5月 30 日当天，沪指早盘直接跳空低开，
幅度达 5.87%。不过，在开盘后半小时，上证
指数再次反弹回到 4275 点。然而，从当天上
午 9 点 47 分开始，沪指一路暴跌，截至当天
收盘，大跌 281.83 点，下跌幅度高达 6.5%。

也是在那一天，沪深两市跌停的
个股高达 853家，一天之内市值蒸
发 12346 亿元。A 股历史上的暴跌行情由此
拉开。

随后，以 5 月 30 日为起点，到 6 月 4 日结
束，沪指狂泻至3404.15点，短短5个交易日内，
重挫近千点。

5·30暴跌

2014年11月17日，A股市
场迎来重要的一天。

当日上午9点30分，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日
交易鸣锣开市。而这一锣声非同寻常——这一
锣声意味着期待已久的沪港通试点正式启动，
更重要的是，伴随沪港通试点正式启动，沪港两
地证券市场成功实现联通，中国资本市场国际
化进程迈入了新纪元。

沪港通试点的开通是资本市场的一项重
大制度创新，开创了操作便利、风险可控的跨
境证券投资新模式；同时，沪港通丰富了交易
品种，内地的普通投资者真正实现了“走出去”
的投资梦想，而国际资金也将通过更顺畅的渠
道进入A股市场，有利于投资者共享两地经济
发展成果。

沪港通正式运行

2015年注定是中国股市难
忘的一年，当年A股遭遇的大

股灾改变了很多投资人的命运。
2014年 7月开始，上证指数蓝筹股主导的

“指数行情”开始上演，牛市正式启动。随后，
2014年11月22日，央行本轮降息周期窗口打开，
上证指数加速上行；到了12月，上证指数突破了
3000点，短短几个月，上证指数大涨了近53%。

到了2015年，A股继续发力。
1月份，上证指数经过连续5个月的上涨走势

开始偏弱，而中小创和成长股经过两年多的震荡
蓄势开始真正爆发；2月份，上证指数在短暂休整
之后继续上涨，蓝筹股和中小创不再有跷跷板
效应，3月到5月之间联袂上涨，牛市进入疯狂期。

其中，在4月20日，在近年来力度最强的一次降

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刺激”下，A股激情释放
出1.8万亿元的历史天量，创全球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然而，进入6月，一场清理HOMS场外配资
的去杠杆行动开始后，中国A股市出现了一场
不折不扣的“大股灾”。

6月5日，在市场得知开始清理配资消息之
后，创业板指数率先见顶，从4037点开始下跌。

6月 12日，也即是证监会发文清理配资这
一天，上证指数创出年内新高5178.19点之后，
迎来的就是噩梦般的暴跌。上证指数从5178
点一路下跌至最低 2850 点，区间振幅超过
2300点，跌幅高达近45%；而创业板指从4000
点跌至 1779 点，腰斩过半，惨烈程度可见一
斑。这期间常常伴随只有中国A股史上独有的
千股跌停、千股涨停的罕见奇观。

2015年“大股灾”

2015年6月开始那一轮股灾，使
中国A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于是，为了抑制投资者可能产生的羊群效
应和追涨杀跌，维护市场稳定运行，经中国证监
会批准，2015年 12月 4日，上交所、深交所、中
金所正式发布指数熔断相关规定，熔断基准指
数为沪深300指数，采用5%和7%两档阈值，并
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然而，在正式实施熔断机制之后，却取得了
“意外”的结果。

2016年1月4日，熔断机制实施的第一天，
A股便遭遇史上首次“熔断”。

当天，两市早盘双双低开，尔后沪指一度跳
水大跌，跌破3500点与3400点，各大板块均纷
纷下挫；午后，沪深300指数继续下跌，并于13
点 13 分左右，跌幅超过 5%，盘中首次引发熔
断，三家交易所暂停交易15分钟；随后，恢复交
易，沪深300指数继续下跌，并于13点34分触
及7%的关口，三个交易所暂停交易至收市。

随后，1月 7日，开盘后股指快速下挫，12
分钟之后，沪深300指数跌幅扩大至5%，触发
第一档熔断线，两市暂停交易15分钟；9点 57
分，两市恢复交易，然而指数继续下挫，不到2
分钟后，沪深300指数跌幅迅速扩大至7%，触
发第二档熔断线。9点59分，A股提前结束交
易，全天的交易时间不足15分钟，也创下了A
股创立以来的最早收市记录。

在4个交易日内，2天触发熔断机制，A股再
次创造了新的“纪录”，同时也引发了千股暴跌。

随后，为维护市场稳定运行，经中国证监会
批准，自2016年1月8日起，暂停实施指数熔断
机制。

这也就意味着，熔断机制或许是A股市场中
最短命的政策，仅仅4个交易日就夭折，但同时，
这也是伤害最深的一个政策。因为自2016年1
月1日起实施仅7天（仅4个交易日）即被暂停，但
却在4个交易日中4次上演，仅用时155分钟就使
得A股至少7万亿元的市值飞灰湮灭。

熔断闹剧4天夭折

次新股一直以交投活跃著
称，特别是在调整行情中，往往有

黑马出现。
然而，2017年以来，次新股走势可谓一波三

折。1月至3月间，次新股曾有一波反弹行情，让
投资者赚的高兴。但是，进入4月之后，次新股
的走势却画风突变，个股屡现“闪崩”，让投资者

“措手不及”，有的甚至从天堂直接跌至“地狱”。
如能科股份、清源股份、东凌国际、洪汇新材、

亚泰国际、金发拉比等次新股均上演了“闪崩”的

一幕，而且在股价“闪崩”之后，往往会连吃好几个
跌停。比如，能科股份在4月17日遭遇“闪崩”之
后，连续 6个交易日跌停，股价区间跌幅高达
45.9%，让持有该股的投资者“苦不堪言”。

值得注意的是，次新股的“闪崩”还蔓延至
一批老牌的庄股，如卧龙地产、新华锦等也开始
了高台“跳水”表演，“闪崩”之后纷纷遭遇连续
跌停，短短几个交易日跌幅均超过27%。

对于A股市上的多数投资者来说，此次“闪
崩”绝对是他们人生中不愿回首的“心头之痛”。

次新股频现“闪崩” 99

A股成功“入摩”
2017年 6月 21日，A股市场

迎来历史性的一天，在三次冲关
失败之后，A股终于在这一天“扬眉吐气”了。

6月21日，MSCI宣布，从2018年6月开始
将中国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全球基
准指数（ACWI）。

中国A股纳入MSCI 新兴市场指数，初始
将加入A股的222只大盘股。有机构预测，A

股纳入 MSCI 后，预计资金流入可能达到约
3400亿美元。

事实上，A股成功纳入MSCI对A股市场的
长期影响比较深远。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国内资
本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融合，促进国内资本的
全球化、市场化，也从一定程度上提升A股市场
的国际性战略地位；同时，利于提高A股机构投
资者的比例，改善A股市场的投资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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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宝万股权之争夺人
眼球，而进入 2016 年之后，险资

壕气冲天，一直在A股是上市继续买买买，狂
刷存在感，出尽风头。尤其是在2016年年尾的
两个月时间里，险资大举扫货的势头也让很多
吃瓜群众看得目瞪口呆。

其中，安邦系在10天之内两度举牌中国建
筑，后者的股价被拉升超过 50%；宝能系“入
侵”南玻，南玻原高管纷纷辞职；阳光保险又举
牌伊利吉林敖东，引得股票双双涨停。

据统计，仅2016年一年的时间，各路保险
机构在沪深两市举牌的上市公司超过50家，总

共买入的股份已经超过700亿！
结果，监管“驾到”。其中，2016年 12月 3

日，一贯行事低调的刘士余主席说道，“我希望资
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
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你用来路不当
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
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

刘主席的这一番即兴言论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此之后，各大险资们纷纷着手撤退，举牌

概念急速降温，市场的一大龙头板块轰然倒
塌。而进入2017年之后，备受瞩目的宝万之争
也终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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