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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下美股上市公司的成长之路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突破

口，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各界的期待。然而，注册制的试行在我国是一

个全新的探索，初期可能会面临各式各样的困难，而且，科创板与注

册制也不可能一次性解决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中存在的所有问题，相关

各方应该理智客观地认识与看待。 

证券发行注册制在美国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我

国将要试行的注册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美国注册制的借鉴和发展。

本文从上市公司生命周期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大量美国上市公司长期

市场数据的统计研究，推导出美国注册制下上市公司的生存环境相对

严酷的结论，为我国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践提供参考。 

一、大浪淘沙、去粗取精 

美国证券市场中诞生了诸多当今世界的科技巨头，其筛选和培育

伟大企业的效率有目共睹。但是，美国式的、高效的资源配置也有其

自身的特点，那就是整个市场的大进大出、个股风险回报的差异巨大、

财富创造的集中度较高等，以及由此带来的普通个体投资者的较高的

投资风险。 

（一）九十年代 IPO 的公司，至今退市率整体达到 82% 

据统计，1990 年至 2000 年间，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两市共有 IPO

公司 6507 家，其中，截止目前仍然存续的公司仅 1180 家，另外的

5327家公司已经退市，整体退市率达到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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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美股公司 IPO 时间分布图 

 
数据来源：Capital IQ和 WRDS。 

实际上，美国 25000多家上市公司的持续上市时间的中位数仅为

90 个月1。也即，对于半数的美股公司来说，其自上市开始，到被合

并肯定价值、或是被市场淘汰、或是最终发现不适合资本的玩法主动

离开，大概只需要七年半的时间。 

（二）九十年代 IPO 的公司，因资质较差退市的超过 25% 

据统计，九十年代 IPO 并最终退市的 5327 家公司中，因出现财

务问题、市场流动性差、破产清算等情况被交易所强制退市的数量合

计 1672家，占九十年代全体 IPO公司的 25.7%。 

尤其是 1999 年到 2002 年间，互联网泡沫破裂，合计 1971 家公

司从两家交易所退市。其中，因资质较差被交易所强制退市的公司共

计 796家，占在该时段全部退市公司的 40%。 

值得说明的是，Bessembinder(2018)发现，大部分被交易所强制
                                                             
1
 Hendrik Bessembinder, 2018, "Do Stocks Outperform Treasury bill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退市的公司，其退市时的价值缩水超过 90%。 

（三）前 4%的公司完成了市场九十年来全部的价值创造 

Bessembinder(2018)的研究发现，自 1926 年以来，美股市场创

造了巨大的价值，合计高达 34.82万亿美元。从个股来看，仅前 1092

家公司（约 4%）就完成了整个市场全部的价值创造。另有约 9000家

公司也创造了正的价值，但其余多达 15000余家公司则扮演了价值毁

灭的角色。 

具体的，最近五十年内上市、且整体价值创造的排名在前 30 位

的公司共有 10 家，主要集中于科技创新领域，包括苹果、微软、谷

歌等科技巨头，他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化收益率超过

15% 的优良业绩。 

图表 2 近五十年上市的、整体价值创造排名前 30 位的公司情况 

市场

排名 
公司名称 

创造价值 

（百万美元） 

占全市场价值

创造的比例 

年化 

收益率 
上市年月 

2 苹果 745,675 2.14% 16.27% 1981-01 

3 微软 629,804 1.81% 25.02% 1986-04 

10 沃尔玛 368,214 1.06% 18.44% 1972-12 

11 谷歌 365,285 1.05% 24.86% 2004-09 

12 伯克希尔·哈撒韦 355,864 1.02% 22.61% 1976-11 

14 亚马逊 335,100 0.96% 37.35% 1997-06 

20 因特尔 259,252 0.74% 17.70% 1973-01 

22 家得宝 230,703 0.66% 27.63% 1981-10 

24 甲骨文 214,245 0.62% 23.44% 1986-04 

28 脸书 181,243 0.52% 34.47% 2012-06 

资料来源：Hendrik Bessembinder, 2018, "Do Stocks Outperform Treasury bill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总之，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为科创企业提供公平竞技的赛道、

通过赛马而非相马，在市场的主导下筛选出真正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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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一个相对成熟、行之有效的方法。虽然哪一家具体的企业会

成功是偶然的，但是，根据美国市场的经验，在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

模得到一定的突破之后，必然会有一些企业，特别是科创企业，脱颖

而出，创造出巨大的价值。 

类似的，科创板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强国战

略的背景下诞生，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未来也一定会孕育出伟大的企业。尽管最终成功的可能只是

少数，但就是这少数的明星企业，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经

济发展乃至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重要的助力。 

二、明星公司的小时候 

美国资本市场的成功，就在于成就了一系列当今世界的科技巨头。

我们需要把目光聚焦到这些公司的上市之初、回顾他们在美国这样一

个市场体系中的成长过程，才能更加客观的看待和理解这些明星公司

和美国市场的共同成长。 

（一）“生而伟大”的明星公司 

当前美国市场上耳熟能详的科技巨头们，自上市之初就已经是行

业内乃至整个市场中的佼佼者。从资产规模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大都

是中等偏大型的公司。具体的，苹果、微软、谷歌、脸书、京东等公

司，他们上市时的资产排名就已经相对靠前；甲骨文、思科、亚马逊，

也处于中等水平；仅奈飞和百度，相对较小。这些“生而伟大”的科

技巨头，犹如美国资本市场的“定海神针”，推动和见证了美国资本

市场的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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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美股部分科技巨头的成长之路 

 
注：数据来源于 WRDS  

（二）上市之初，不可避免的估值泡沫 

实际上，这些科技巨头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并不是自始至终的夺目

抢眼，尤其是上市后的最初几年，跌破发行价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1、苹果公司上市之初的大起大落 

以苹果公司为例。其上市后的一年多时间中，股价逐渐下行。最

低有到达 0.20 美元的低位，跌幅超过 60%。随后，也经历了一年之

间上涨 460%、半年左右又跌去 70%的大起大落。 

上市六年之后股价回到起点、上市十年上涨 200%，这样的一只

股票很难在短期内被认定为优质的投资标的。但是，即便短期之内没

有给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它还是为市场聚拢了可

观的人气、振奋了市场的信心。 

图表 4 苹果公司 IPO 最初十年的价格走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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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雅虎财经，取复权后的股票价格。 

相比之下，小米集团当前所面对的环境就显得格外苛刻。从去年

登录香港市场起，从媒体舆论、到投资者决策，对待小米的态度都算

不上友好。即便小米最终并未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在目前这个时点，

各方都可以考虑保持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肯定它为资本市场

创新发展注入的新鲜活力，同时，期待其可能在相对比较久的未来给

市场带来的惊喜。 

2、IPO期间的高估值，是资本市场的常态 

苹果公司上市之初的大起大落并不是一个孤例。实际上，当一家

公司从幕后走向台前，经过承销商和相关媒体的宣传营销，最终进入

投资者视野，其作为投资品的投资价值已经得到了充分挖掘。它可能

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但短期内，却并不一定是一个优质的二级市

场投资标的。 

数据显示，在目前存续的美股公司里，股价最终上升的公司中，

有 30%左右可能曾在 IPO 期间遭遇了估值泡沫，股票价格先抑后扬；

而股价最终下跌的公司中，则有 90%左右，是从上市后首年就开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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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下跌的。此外，整体市场中，股价下行的幅度远高于股价上行的幅

度；同时，上市时间越长的公司，其股价上行的概率也越高。 

图表 5 现存的 3075 支美股上市后的股价表现 

 

注：红色表示当前价格高于上市首日收盘价、绿色表示当前价格低于上市首日收盘价；

当前价格偏离首日收盘价程度越高，则线条颜色越深。 

（三）持续上市阶段，高风险属性表现突出据统计，现阶段仍持

续上市的股票中，有 13 支曾经下跌超过 90%、然后又回升到上市首

日收盘价的 5倍以上。这些股票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行业。而这些公

司股价最终回升的原因，既包括制药公司长期研发投入之后的产品获

批上市，比如精密科学（Nasdaq:EXAS）;也包括经营危机之后成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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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业务拓展和转型等，比如网易公司（NASDAQ:NTES）、库珀医疗

（NYSE:COO）。 

图表 6 上市后价格下跌超过 90%后又回升至 5 倍以上的公司 

 
数据来源：Capital IQ 

可见，对于科技创新企业来说，除了上市之初可能被系统性高估

之外，因其业务本身的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征，也会导致其

股价在持续上市阶段表现出大起大落的高风险状态。 

总之，从美国市场的经验来看，即便是生而伟大的明星公司，也

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上市初期的估值泡沫和持续上市阶段的高风险。他

们可能在上市五年十年之后，仍然表现平平、甚至面临清盘离场的风

险。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创板企业或许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短线投资

者们所期待的标的。科创板市场天然的高风险与高收益属性，需要长

期资金和价值投资者，需要他们陪伴有潜力、有闯劲的公司度过低谷

期，最终共同收获成百上千倍的成长。 

三、给市场以时间，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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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也并没有比其他市场里的投资者更聪明。

他们对投资标的的了解、分辨、和定价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一）对不同公司的差异化定价需要时间 

数据显示，美股公司上市首年的对数收益率接近于正态分布，且

涨跌幅度较小，说明市场在短期内对公司的定价较为随机。随着时间

的推移，市场对不同公司的看法出现两极分化：到上市五年以后，有

接近 3%的标的涨幅超过 10 倍；同时，也有近 5%的标的股价跌到了

10%以下。至此，市场定价的效果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显现。 

（二）对特定公司形成一致性的判断需要时间 

随着时间的逐渐拉长，市场对特定公司的判断也更加的趋向于稳

定和一致。具体的，上市五年以后，公司发生暴涨暴跌的情况有所减

少，价格波动逐渐减小。个股变化的趋势得以强化和确认，市场整体

走势也趋向平稳、中枢上移。 

总之，美国经验表明，企业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并没有在上市的初期就提前预判和重点布局的可能。实际上，从一个

相对较长的时间维度来看，个股风险收益的不确定性，叠加市场整体

发展壮大的确定性，才是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题中之意。 

四、启示：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期待更加宽容的目光 

作为成熟资本市场的代表，美国市场因为诞生了一大批适应经济

发展方向的科技巨头，从而成为各个新兴资本市场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本文通过对美国公司上市、交易、及退市等数据的统计分析，试图展

现出注册制下美国上市公司的真实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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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市场既有光鲜亮丽的明星企业，也有相当高比例的退

市淘汰率。但是，只需要为数不多的明星企业，就可以推动整个资本

市场的持久繁荣。同时，持续大量的企业合并、及其他方式的退市淘

汰，也是保持整个市场生态健康的重要因素。 

第二，IPO期间的高估值、持续上市阶段的高风险，都是内生于

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以及科创企业的自身特征的。这些难题，即便

是在美国这样成熟的资本市场中，也同样存在；即便是在当前的美国

科技巨头公司之中，也同样存在。 

第三，美国市场为应对这些制度难题、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备选答案，那就是时间。无论是在整体上区分出公司的好

坏优劣，还是让大部分公司走出暴涨暴跌、价格趋向平稳，都经历了

大概五年的时间。也正是这样开放、包容的态度，成就了许多优秀公

司最终走出低谷的蜕变和成长。 

我国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建设中，广泛吸收借鉴了美国资

本市场的成功经验，通过一系列基础制度的设计和完善，保障了资本

市场增量改革的顺利开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理解，即便是经

历了百年风云的美国资本市场，它的制度设计也并不完美。其光鲜亮

丽的背后，也有大量平凡企业的黯然离场以及普通投资者面临的高风

险。同样，我们也不能奢求现有的科创板制度一次性的解决我们当前

面临的所有问题，资本市场的改革必然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我们的

改革不是事前的一锤定音，而是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在具体实践的

过程中，基于实际情况不断的进行灵活务实的调整。这也要求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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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正式交易之后、尤其是开板之初，可能出现的复杂状况有一个

合理预期。 

第一，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总体要求，持续完善资本

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一方面，积极吸引科创领域有发展潜力、市

场认可度高的大型头部企业上市交易，聚拢人气、凝聚力量。另一方

面，在持续上市阶段，通过活跃并购重组市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同时，严格退市制度、坚决淘汰违法违规和质地过差的企业，推进公

司退市的常态化。 

第二，客观认识并理解，市场在交易初期可能出现的估值泡沫。

尽管交易所不断重申科创板的审核不包括价值判断，而且发行、承销、

上市、交易、信息披露、退市等各种配套制度齐备，但是，在“万众

瞩目”中登台的首批科创板企业吸引了券商、媒体、投资人等各方注

意力，市场初期的热度仍然可能带来板块整体的过高估值和随后的阶

段性调整。 

第三，对于上市公司在持续经营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高风险，也

应有所预期、有所准备。但是，对于排除违法违规行为之外的经营风

险，市场各方应持有更加开放的心态。毕竟，极少数公司高成长、高

收益，大部分公司表现平庸、甚至风险巨大，才是科创行业中的常态。

参与其中的投资者，如果能够慧眼识珠选中未来的明星企业，可能会

获得极高的收益；如若没有这种选股能力，则可能遭受较大损失。鼓

励个人投资者以购买指数基金的方式参与分享科创行业的增长。 

第四，在我们着力增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包容性之后、



 

12 
 

在我们统筹推进各项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之后，我们还需要给市场以时

间。不能过多的计较一时的涨跌、不要对上市交易的最初几天、几周、

乃至几个月的情况太过于关注。这样一个承载了资本市场增量改革重

任的新的板块，期待更加宽容的目光、期待更加长期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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