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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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 年，我国沪深股市的连续大跌使我国 A 股市场估值体系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以市盈率
为主的相对价值法估值体系的弊端，指出要重建 A 股市场估值体系，不是在市盈率上向国外看齐，而是要在投资理念、估
值方法上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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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份，我国股市上证综合指数一度由 2007 年

为 22 倍、韩国为 9 倍、香港地区为 16 倍、台湾地区为 17 倍、

最高 6 120 多点跌进 1 660 多点，使人们对我国 A 股市场的

香港地区 H 股为 13 倍。美国、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估值体系产生了疑惑。究竟应如何看待我国 A 股市场的估值

市盈率水平也有较大差异，美国平均 22 倍、日本平均 42 倍。

体系？
本文专就投资理念和估值方法谈些看法。

由此可见，
横向对比不同市场的估值水平缺乏实践依据。

一、股票市场估值体系的国际比较

第二，
单一市场的市盈率历史差异也很大，
不存在法定的

1援 我国估值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相对价值法占据主导地

合理标准。我国股市尚属新兴市场的范畴，因此，可以将新兴

位。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我国股市的估值体系构建在以“经济

市场的估值水平作为主要的参考标准。而各个国家、地区股市

高增长的封闭市场、
三分之二的股票不流通、股票发行实行审

的估值水平也不是恒定不变的，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最高和最

批制”为主轴的三维坐标系中。在这种估值体系下，投资者普

低的估值水平差别很大。1996 年以来，美国股市最具代表性

遍遵循的投资法则是相对价值估值原理，股票的定价主要受

的道·琼斯指数市盈率 1998 年高达 28.8 倍，而最低点为 1996

供求关系影响。按照相对价值估值原理，股票的定价主要是

年的 16.5 倍。日本股市市盈率历史差异更大，剔除异常因素，

基于不同股票的横向比较，如此，在一轮上涨的行情中，股价

1996 年以来，日经 225 指数市盈率最高为 1996 年初的 58

将螺旋式上涨；
在一轮下跌行情中，
股价将螺旋式下跌。因此，

倍，最低为 2005 年的 13 倍，两者相差达到 4 倍以上。

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按内在机理，市场的主要运行趋势在逻

第三，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股市行业构成存在较大的差

辑上就只能是持续上涨或持续下跌；持续上涨与持续下跌之

别，不存在跨市场使用相对价值法的共同基础。
美国股市的服

间的拐点则是受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对市场供求关系调整的影

务业、信息技术、个人消费和休闲类上市公司比例较大。日本

响，
投资者因此对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股市电子设备、医药、
零售、
贸易、
服务等行业上市公司市值较

随着机构投资者力量的壮大，特别是高举价值投资大旗

大。而香港地区市场金融业市值高达 38豫、服务业市值 22豫。

的基金规模的快速扩张，市场的估值体系已缓慢地开始了嬗

对比我国 A 股市场，传统的石化、电力、钢铁、机械、化工、公

变，比如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在股市估值体系中的权重越来越

路等行业占据较大的比例，与美国、
日本股市的上市公司行业

大。
然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舆论以

结构完全不同，
具有鲜明的中国经济结构特点。

及让利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巨大供给等，彻底打破了

由此可见，
国际上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估值标准，所以不能

早期的估值体系嬗变格局，
估值体系在阵痛中开始突变，投资

简单地选择某一个海外市场的估值水平为标准，作为判别我

者不再相信旧的估值体系，
但新的估值体系是什么呢？至少目

国 A 股市场估值是否合理的依据。

前没有任何一种估值理念得到证券市场的普遍认可，由此市

二、
建立 A 股市场科学合理的估值理念

场陷于因估值体系紊乱而产生的迷乱之中，并因此走出了一

1援 要正确使用估值方法，不能简单地拿国外的估值方法

年多的下降之路。可喜的是，2009 年伊始，我国股市连连飘

为我所用。很多人在讨论如何看待沪深股市的市盈率水平时

红。或许市场经过剧烈的阵痛之后，与市场实际相吻合的、指

总是拿成熟市场尤其是道·琼斯指数作比较。
国际市场一体化

导股票定价的新估值体系最终得以建立。

和我国日益提高的市场开放度成为向成熟股市看齐的主要依

2援 海外股市估值的实践说明，国际上不存在统一的估值
标准。
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据，这一讨论关注的只是表面现象，
忽视了投资者价值评价行
为的丰富内涵。现代微观金融理论提出企业所有权价值应该

第一，
海外股市历史和现状说明，不同市场具有完全不同

是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预期收入越高其现值就越高。市盈

的市盈率水平。2001 年以来，美国、日本股市平均市盈率水平

率、价值投资法实际上就是运用了这一原理。然而投资者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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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因素绝不限于公司预期收入的贴现，定价的依据包括多

行业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周期特征也较为明显。
同时，
长时间的

种因素。
在新兴的我国股市，投资者所考虑的因素既不同于也

市场化竞争使得美国各个行业之间的竞争格局基本达到均

远远多于成熟市场。
国有股的锁定、
对市场操纵行为的纵容等

衡，公司经营理念的不断成熟使得其盈利的波动性以及抵御

客观上提升了市场的价格水平，
传统的定价依据不再灵验。
以

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那些在美国已经是进入衰退周期的夕

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倡导价值投资理念，而贴现估

阳行业，
可能在我国正处于成长阶段。
行业周期性和经济结构

值法往往由于上市公司的非理性行为导致投资者的预期落

上的差异，
使得两个市场的估值水平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是

空。如随意性很大的扩容节奏随时可能改变绩优公司股票的

不同市场上的基本面、
盈利能力、成长性和风险特性等因素完

供求关系，大量的替代品必然降低现有蓝筹股的价格水平。
因

全一致的两家公司，其估值水平也不一定完全一致。

此，
要使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水平趋于公平合理，关键在于保

（2）市场的机会成本不一样。
根据现代所流行的公司价值

障供求双方的对等权利，并通过制度建设降低市场相关各方

评估理念，企业的价值与企业未来所取得的净现金流以及资

行为的不确定性。目前困扰投资者的主要是对政策总体预期

金成本相关。抛开公司成长性不同所导致未来能够取得的净

的不明朗，特别是对扩容和全流通问题的预期非常模糊。
只有

现金流存在的差异不说，仅仅从无风险利率、替代性投资品种

管理层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投资者才可能找到适合我国上市

和渠道来看，我国证券市场与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的投资机

公司特点、稳定的定价方法。

会成本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投资者对于投资回报的要求也

2援 合理运用估值方法必须考虑宏观经济环境的差异。我

不一样，
从而带来了两个市场估值水平的不一致。

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一轮景气增长周期，城市化和工业化是

4援 接轨的应是投资理念、估值方法。国际化进程给我国

此轮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股票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然而

证券市场带来的并不是市盈率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的简单接

这一规律似乎正在被我国的资本市场所打破：A 股市场与宏

轨。随着 A 股市场开放、资本在不同市场的自由流动以及投

观经济背道而驰，股指屡创新低，市场处于低迷状态。我国宏

资群体的多元化程度不断提高，不同证券市场的投资理念和

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建立在以高资源消耗为显著特征的

估值方法必将逐步走向趋同和融合。因此，作为 A 股市场走

粗放式投资基础之上的，
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企业难以形成内

向国际化的一个结果将是估值方法和标准逐步与国际市场接

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难以产生持续稳定增长的现金流回报，

轨，国内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将会不断成熟。

导致了我国 A 股市场和宏观经济背道而驰。

但投资理念、价值评估标准和方法的趋同，并不意味着我

市盈率作为估值标准的理论前提就是一价定律。一价定

国 A 股市场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在股价和波动幅度方面的

律认为，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如果两项资产是等值的，它们的

简单趋同。我国 A 股市场与国际证券市场接轨的应是市场估

市场价格应倾向于一致，
否则就会产生套利，
而套利的结果会

值的方法和标准，
是国内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不断成熟。我们要

导致等值资产价格不一致。一价定律被认为是金融市场上的

着力做好的工作是，通过引入成熟市场的价值评估标准和方

基准点或收支平衡点，是衡量一项金融资产是公正地估价还

法，结合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特性来构建属于本土市场的定

是高估或低估的判断标准。然而在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

价准则，
并以此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股价结构进行重新构建，而

的初期一价定律标准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是因为：首先，

不应该是市盈率水平的简单趋同。

由于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资本输入限制以及其他金融

我国的大部分投资者并不全面了解国外资本市场的投资

管制政策的存在，投资者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

理念和定价方式，谈到接轨，就知道市盈率，只是想当然地认

即使是在减少交易成本和税收的条件下，金融资产在全球主

为国外的肯定更低，事实上即使按照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的标

要资本市场和我国 A 股市场之间的套利机制仍不完善，一价

准，我国股票的市场定价也已经很低了。从我国证券市场

定律难以发挥作用。
其次，
我国股市市盈率的内在结构差异很

2008 年最末一个交易日 A 股的平均市盈率来看，已低于同期

大，
市盈率的业绩特征、规模特征、行业特征十分明显。
一是由

法国、日本等国的平均市盈率，部分行业低于美国、亚太地区

于业绩差异，绩差股的市盈率推高了市场整体市盈率；
二是股

的平均市盈率。当然，这种情况不会长期继续下去，随着我国

权分置拉升了市场整体市盈率；三是市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

经济越来越全球化、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我国市场经济地位

特征，
通信、
零售、社会服务、
食品等行业市盈率较高，
而采掘、

最终会得到承认，低估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者还会错过分享

电力、
黑色金属等行业市盈率较低。

我国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
因此，
一方面我国应该接受国际化

3援 合理估值还必须考虑不同国家的行业结构差异。世界
上不存在股价水平完全一致的两个证券市场。由于经济基础、

的投资理念，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丧失自我，而应该寻求国际
化投资理念与本土实际情况的有机结合。
主要参考文献

市场基础、投资成本以及投资偏好等方面的差异，
国内证券市
场的市盈率水平以及股价的结构并不见得一定要和哪个证券
市场相一致。和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相比，
我国证券市场还存
在一定的差异，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经济基础不一样。
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经历了一
个多世纪的发展，
其经济整体运行的格局已经相对稳定，不同

1. 高山援 市场估值体系紊乱局面亟待扭转援 上海证券报袁
2008-04-03
2. 杜丽虹援A 股估值的国际比较院1300 点的中国股市何去
何从援新财经袁2004曰11
3. 刘文艺.A 股估值向谁看齐援上海证券报袁2004-11-02
援 中旬窑21窑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