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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0/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5_B8_82_E5_c33_40338.htm 有价证券证券是指各类

记载并代表一定权利的法律凭证。它用以证明持有人有权依

其所持凭证记载的内容而取得应有的权益。证券分为凭证证

券和有价证券。 有价证券是指标有票面金额，证明持有人有

权取得收入，并可自由转让和买卖的所有权或债权凭证。 有

价证券是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所谓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

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益的资本。 有价证券有

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有价证券包括商品证券、货币

证券和资本证券。 商品证券是证明持有人有商品所有权或使

用权的凭证。货币证券是指本身能使持有人或第三者取得货

币索取权的有价证券。 资本证券是指由金融投资或与金融投

资有直接联系的活动而产生的证券。狭义的有价证券即指资

本证券。 按证券发行主体的不同，有价证券可分为政府证券

、金融证券、公司证券。 按是否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可

分为上市证券与非上市证券。按募集方式分类，可以分为公

募证券和私募证券。 按证券的经济性质分类，有价证券还可

以分为：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三大类。 有价证券具有以下

基本特征：期限性、收益性、流动性、风险性。 证券市场证

券市场是股票、债券、投资基金券等有价证券发行和交易的

场所。 从广义上讲，证券市场是指一切以证券为对象的交易

关系的总和。 证券市场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第一，证券

市场是价值直接交换的场所；第二，证券市场是财产权利直

接交换的场所；第三，证券市场是风险直接交换的场所。 证



券市场的结构是指证券市场的构成及其各部分之间的量比关

系。按层次结构分，分为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按品种结构

分，主要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按交易场所

结构可分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 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有：

筹资功能、定价功能、资本配置功能。来源：考试大 证券市

场参与者证券发行人是指为筹措资金而发行债券、股票等证

券的发行主体。它包括公司（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 证

券投资人是指通过证券而进行投资的各类机构法人和自然人

，证券投资人可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两大类。 机构

投资者主要有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各类基金

等。政府机构，参与证券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剂资金余

缺和进行宏观调控。企业可以用自己的积累资金或暂时不用

的闲置的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参与证券投资的金融机构包括

证券经营机构、银行、保险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是证券市

场上主要的投资者，以自有资本和营运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一般规定商业银行只能投资于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和投

资级企业债券而不允许购买股票和投机级债券。各国政府对

保险公司的证券投资都加以严格管理，对投资政府债券一般

不加限制，但对地方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均以高等级为限，

通常禁止和限制投资于股票。基金性质的机构投资者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和社会公益基金。《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规定我国的证券

投资基金可投资于股票、债券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

定的其他证券品种。社保基金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国家以

社会保障税等形式征收的全国性基金；其二是由企业定期向

员工支付并委托基金公司管理的企业年金。在我国，社保基



金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范围

包括银行存款、国债、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

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另一部分是社会保

险基金，其运作依据是劳动部的各相关条例和地方的规章。

社会公益基金是指将收益用于指定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基金，

我国有关政策规定，各种社会公益基金可用于证券投资，以

求保值增值。 个人投资者是指从事证券投资的社会自然人，

他们是证券市场最广泛的投资者。 证券市场中介机构是指为

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 证券公司又称证券

商，是指依法设立可经营证券业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

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法

人机构，主要包括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证券信用评级

机构等。 自律性组织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规定，

证券交易所是提供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场所的不以营利为目的

的法人。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律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

人。 在我国，证券监管机构是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其派出机构。它是国务院直属的证券管理监督机构，依法对

证券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监管。 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发展证券市

场从无到有，至少需要归功于三点：证券市场的形成得益于

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形成得益于股

份制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形成得益于信用制度的发展。 证券

市场的发展历史，其进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萌芽阶段、

初步发展阶段、停滞阶段、恢复阶段、加速发展阶段。 证券

市场未来发展趋势：融资证券化，投资者法人化，证券品种



多样化，融资技术网络化，市场中心多极化，场所整合全球

化，证券市场一。体化，市场监管合作化。 新中国的证券市

场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前的证券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后的证券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前的证券市场主要围

绕两条线索来展开：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证券市场仍有

一定的存在基础，先后在接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于1949年6

月1 日成立了天津证券交易所，1 950 年2 月1 日成立了北京证

券交易所。二是鉴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利用国债市场筹措了

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 改革开放后的证券分为以下时期：探

索起步时期（1 978 ～1990年）。这一阶段证券市场的特征是

：第一，国库券是证券市场的主要品种。第二，股票发行和

股份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第三，股份制和证券市场

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波动性。第四，股票虽公开发行，但尚不

规范。 初创时期（1 ，991 ～1996年）。以证券交易所成立为

标志，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开始快速发展

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股

票市场规模扩大，发行方式多样化。第二，债券市场品种多

样化，发债规模逐年递增。第三，建立全国性统一有序的证

券交易所市场。第四，催生和培育一大批具有一定规模和实

力的证券中方机构。第五，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系。

第六，证券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形成。 规范调整时期（1997

～1998年）。这一时期，监管机关将整顿和规范摆在首要地

位。主要表现是：第一，颁布实施了规范证券市场的一系列

法律法规。第二，对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加大了查处力

度。第三，理顺了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规范发展时期（1999

年以后）。在这一阶段，证券监管机构制定一系列的法规和



政策措施，促进了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第一，完善上市公司

治理结构。第二，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第三，改革完善股

票发行制度。第四，规范扶持证券经营机构。 中国证券市场

的对外开放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围绕以下两

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是在国际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我国股票

市场融资国际化是以B股、H 股、N 股等股权融资作为突破口

的。自1993年开始，我国尝试性地运用了存托凭证（ADR 

和GDR ）这种方式在国际市场筹资。在利用股票市场筹资的

同时，我们也越来越重视依赖国际债券市场筹集中长期建设

资金。 二是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在利用股票和债券在国际资

本市场筹资的同时，我们也逐步放开了境外券商在华设立并

参与中国股票市场业务、境内券商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成

立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等方面的限制。自2001年12月11日开始

，我国正式加入WTO ，标志着我国的证券业对外开放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阶段。根据我国政府对WTO 的承诺，我国证券业

在5 年过渡期对外开放的内容主要包括：（1 ） 外国证券机构

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直接从事B 股交易。（2 ）外国证券

机构驻华代表处可以成为所有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

（3 ）允许外国机构设立合营公司，从事国内大批具有一定

规模和实力的证券中方机构。第五，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

管体系。第六，证券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形成。 规范调整时期

（1997～1998年）。这一时期，监管机关将整顿和规范摆在

首要地位。主要表现是：第一，颁布实施了规范证券市场的

一系列法律法规。第二，对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加大了

查处力度。第三，理顺了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规范发展时期

（1999年以后）。在这一阶段，证券监管机构制定一系列的



法规和政策措施，促进了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第一，完善上

市公司治理结构。第二，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第三，改革

完善股票发行制度。第四，规范扶持证券经营机构。 中国证

券市场的对外开放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围绕

以下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是在国际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我

国股票市场融资国际化是以B股、H 股、N 股等股权融资作为

突破口的。自1993年开始，我国尝试性地运用了存托凭证

（ADR 和GDR ）这种方式在国际市场筹资。在利用股票市场

筹资的同时，我们也越来越重视依赖国际债券市场筹集中长

期建设资金。 二是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在利用股票和债券在

国际资本市场筹资的同时，我们也逐步放开了境外券商在华

设立并参与中国股票市场业务、境内券商到海外设立分支机

构、成立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等方面的限制。自2001年12月11

日开始，我国正式加入WTO ，标志着我国的证券业对外开放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根据我国政府对WTO 的承诺，我国

证券业在5 年过渡期对外开放的内容主要包括：（1 ） 外国证

券机构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直接从事B 股交易。（2 ）外

国证券机构驻华代表处可以成为所有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特别

会员。（3 ）允许外国机构设立合营公司，从事国内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比例不超过33％，加人后3 年内，外资

比例不超过49％。（4 ）加人后3 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

立合营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1 ／3.合营公司可以（不通过中

方中介）从事A 股的承销，从事B 股和H 股、政府和公司债

券的承销和交易，以及发起设立基金。（5 ） 允许合资券商

开展咨询服务及其他辅助性金融服务，包括信用查询与分析

，投资与有价证券研究与咨询，公开收购及公司重组等；对



所有新批准的证券业务给予国民待遇，允许在国内设立分支

机构。2002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

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又出台了《

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政

策法规。一系列涉及对外开放的重大法规和办法的接连出台

，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正步人一个全

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比例

不超过33％，加人后3 年内，外资比例不超过49％。（4 ）加

人后3 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营公司，外资比例不

超过1 ／3.合营公司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从事A 股的承销

，从事B 股和H 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以及发

起设立基金。（5 ）允许合资券商开展咨询服务及其他辅助

性金融服务，包括信用查询与分析，投资与有价证券研究与

咨询，公开收购及公司重组等；对所有新批准的证券业务给

予国民待遇，允许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2002年，中国证监

会发布了《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

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又出台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

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法规。一系列涉及对外

开放的重大法规和办法的接连出台，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发

展出现了质的飞跃，正步人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比例不超过33％，加人后3 年内

，外资比例不超过49％。（4 ）加人后3 年内，允许外国证券

公司设立合营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1 ／3.合营公司可以（不

通过中方中介）从事A 股的承销，从事B 股和H 股、政府和



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以及发起设立基金。（5 ）允许合

资券商开展咨询服务及其他辅助性金融服务，包括信用查询

与分析，投资与有价证券研究与咨询，公开收购及公司重组

等；对所有新批准的证券业务给予国民待遇，允许在国内设

立分支机构。2002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外资参股基金管

理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又出

台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

通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等政策法规。一系列涉及对外开放的重大法规和办法的接

连出台，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正步人

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

资比例不超过33％，加人后3 年内，外资比例不超过49％。

（4 ）加人后3 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营公司，外资

比例不超过1 ／3.合营公司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从事A 股

的承销，从事B 股和H 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

以及发起设立基金。（5 ）允许合资券商开展咨询服务及其

他辅助性金融服务，包括信用查询与分析，投资与有价证券

研究与咨询，公开收购及公司重组等；对所有新批准的证券

业务给予国民待遇，允许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2002年，中

国证监会发布了《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和《外

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又出台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

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法规。一系列涉

及对外开放的重大法规和办法的接连出台，标志着我国资本

市场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正步人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

阶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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