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3 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
（摘要）

日前，深圳证券交易所完成了《深交所 2013 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
，
为全面掌握投资者状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和服务工作，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
此次调查系深交所自 2009 年以来开展的第五次年度调查活动，调查问卷由
深交所投资者教育中心与深交所综合研究所共同设计，内容包括投资者受教育程
度、投资者交易习惯与决策方式、证券公司风险教育及投资者服务状况、投资者
对交易风险提示及互联网金融的态度等多个方面。既包括在之前历年调查基础上
的跟踪调查，也包含一些新的热点问题。
为保证调查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深交所一直委托知名调查机构尼尔森（中国）
负责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统计工作。此次调查时间是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 月，调查对象为年龄在 25~55 岁之间且过去 12 个月进行过股票交易的个人。
为全面反映投资者状况，本次调查依据证券账户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投资者年龄结
构，在全国六大片区各挑选 1~2 个代表性城市展开调查，分别是：北京（华北）、
大连（东北）、上海、杭州（华东）、武汉（华中）
、成都（华西）以及广州、深
圳（华南）。
根据不同年龄段投资者的特点，调查采用了网络在线访问方式，分别针对
50 岁以上及 50 岁以下人群。最终取得的总体有效样本为 3076，标准误差<3％（置
信水平 95%）
；整体投资者城市样本量为 350 以上，标准误差<6％（置信水平 95%）。
创业板投资者的城市样本量为 100 以上，标准误差<10％（置信水平 95%）
。
（注：
本次调查将投资者分为“整体投资者”
、
“创业板投资者”以及“非创业板投资者”
三类，其中“创业板投资者”是指过去 12 个月进行过创业板交易的投资者，这
类人群在投资创业板的同时也可能投资其他板块的股票。
“非创业板投资者”则
是指过去 12 个月未进行过创业板交易的证券投资者，已开通创业板但过去 12
个月未进行创业板交易的人群也归入此类。除此之外，报告中所使用的“证券投
资者”、
“个人投资者”或“投资者”等称呼均代指“整体投资者”）
。

有关调查结果摘录如下：

一、个人投资者的整体受教育程度继续上升，创业板投资者受教育程度更高

2013 年个人投资者的整体受教育程度继续呈上升趋势，受访投资者中大学
本科或以上学历占比由 2012 年的 71%提高至 2013 年的 74%。其中，创业板投资
者整体受教育程度更高，其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的群体比例（79%）较非创业板
投资者的这一群体比例（73%）高 6 个百分点。

二、投资者对股票的投资信心和交易活跃度都有所提升

2013 年个人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信心和交易活跃度都有所提升，主要表现
在：
1、个人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入市资金有所上升。受访投资者 2013 年的平均
账户资产量为 49.4 万元，相比 2012 年的 38.1 万元有较明显上升。其中，创业
板投资者的平均账户资产量与 2012 年相同，维持在 67.3 万，非创业板投资者的
平均账户资产量由 2012 年的 28.4 万上升到 2013 年的 43.5 万，提升了 53%。
2、个人投资者股票投资资产占比小幅上升。受访投资者 2013 年股票投资占
家庭总投资额的比例上升到 28.3%，相比 2012 年 26.6%的股票投资比例有小幅提
升。
3、非创业板投资者的总体交易活跃度略有上升。受访投资者 2013 年的总体
交易频率平均为 5.3 次/月，而 2012 年平均为 5.0 次/月。分板块来看，创业板
投资者 2013 年平均交易频率为 5.1 次/月，而 2012 年为 5.4 次/月；非创业板投
资者相比 2012 年交易更为活跃，交易频率由每月 4.8 次上升至 5.4 次。

三、投资者的资产组合更为多元化，基金渗透率升幅较快

2013 年投资者的资产组合更为多元化，受访者平均每人持有的金融产品数
量为 4.49 种，比 2012 年的 4.21 种和 2011 年的 3.84 种有一定增加。除银行理
财产品、贵金属、外汇产品之外，各类型投资产品的渗透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其中公募基金成为受访者投资流向增幅最高的渠道，比 2012 年大幅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

四、创业板投资者在收益期望和风险承受能力上都高于非创业板投资者

受访的创业板投资者 2013 年平均期望年化收益率为 25.9%，与 2012 年的
26.2%相差不大；可承受的亏损率为 23.6%，而 2012 年为 24.6%。受访的非创业
板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收益期望从 2012 年的 19.1%升至 21.8%，可承受的亏损率
为 20.3%，与 2012 年基本持平。总体来看，创业板投资者无论在收益期望还是
风险承受能力上，依然高于非创业板投资者。

五、投资者获取投资信息的渠道利用率有所提高，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逐渐被
投资者所重视

总体来看，受访投资者获取投资信息的渠道利用率较 2012 年有所增加，从
平均 3 种增加到 3.3 种，排名前三位渠道分别为“依据股票价格走势、成交量变
化等技术指标分析”
（59%）、
“网络类媒体（如股吧、论坛、微博等）
”
（47%）
、
“上
市公司招股书、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
（40%）
，这一排序与 2012 年相
同。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投资者“实地调研上市公司”和参加“投资者研讨
会”比例相比 2012 年有较大增长，分别提升了 7 个百分点和 4 个百分点，这反
映出投资者越来越重视分析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从板块差异来看，创业板投资者在信息获取方面使用的渠道要多于非创业板
投资者，平均信息来源渠道为 3.7 种，非创业板投资者为 3.1 种。非创业板投资
者相对更依赖熟人推荐，而创业板投资者则更注重从股票走势、公司公告、券商
投研报告等渠道收集信息后自己做综合判断。

六、券商经纪业务竞争持续升温，佣金价格战有所缓解，券商对投资者的服务
力度不断加强

2013 年证券公司的平均佣金率为 0.07%，与 2012 年的 0.08%、2011 年的

0.11%、2010 年的 0.12%相比，平均佣金率持续下滑，但下滑幅度有所减弱，表
明当前券商不再单纯依靠佣金价格战来争取投资者。
另一方面，券商加强了对投资者的服务力度以提升自身竞争力。75%的证券
公司会主动和客户进行联系，与 2012 年的 73%相比有所提升；证券公司联系投
资者的平均频率为 0.85 次/周，高于 2012 年的 0.82 次/周。联系内容中排在前
三位的分别是“推荐股票或投资产品”、
“告知宏观形势与政策变化”以及“提示
交易风险”，分别占 72%、65%和 57%；在联系方式选择上，79%的证券公司选择通
过短信和客户联系，其次使用较多的是电话（66%）和电子邮件（52%）
。53%的受
访投资者对券商主动联系客户持正面评价，认为“对自己有很大或较大帮助”
，
比 2012 年 49%的正面评价比例有所提升。

七、个人投资者普遍认为融资融券交易风险较大，大都持谨慎心态参与交易

融资融券制度是证券市场一项基本的信用交易制度，自 2010 年试点以来市
场交易活跃度逐步提升。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受访投资者对融资融券交易的风
险意识较高，在参与过融资融券交易的投资者中，超八成（81%）受访者认为融
资融券交易风险较大，比进行股票买卖时“需要更加谨慎”
。而受访者未开立融
资融券账户两大主要原因分别为“融资融券交易风险太大”和“不了解或没听过
融资融券业务”，占未参与融资融券交易受访者的比例分别为 45%和 30%。

八、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平台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为了解投资者对深交所投资者服务的满意度，今年对深交所“互动易”等投
资者服务平台开展了全面调查。结果表明，投资者服务平台取得初步成效，主要
表现如下：
1、投资者对深交所“互动易”网站的认知度有所提升，且从认知到使用的
转化率较高。2013 年有 51%的受访投资者知道深交所“互动易”网站，比 2012
年的 44%认知度有较大幅度提升；且超过八成（82%）知道“互动易”的受访者
会使用“互动易”。

2、投资者对深交所“投知易”在线投资者教育游戏网站的认知率超过四成
（43%），并且超过八成（82%）知道“投知易”网站的受访者登录体验过“投知
易”
。
3、超过四成（45%）受访投资者知道深交所客服人员的联系方式；在联系过
深交所客服人员的受访者中，对深交所客服人员完全满意的比例达到 42%，比较
满意的占 58%，不满意的比例几乎为 0。

九、投资者对股东大会全面网络投票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存在部分投资者
担忧投票起不到作用

受访者参与网络投票的积极性较高，若股东大会实施全面网络投票，61%的
受访投资者表示“会根据提案的重要性，选择性地参加网络投票”
，32%的受访者
表示“会积极参加，尽量保证每次股东大会都网络投票”
。对于网络投票渠道，
超半数（55%）受访者认为证券交易软件是最便捷的网络投票渠道，而近三成（27%）
的受访者更希望提供手机终端的网络投票应用，且年轻、高学历的受访者对手机
网络投票更加偏好。而“觉得投票起不到作用”
（53%）
、
“不了解如何使用网络投
票系统”
（38%）以及“不知道有网络投票这回事”
（38%）是受访者未参加网络投
票的主要原因。

十、九成以上投资者关注并认可交易风险提示公告以及证券公司的短信、电话
提醒，但风险提示公告和短信、电话提醒的内容仍有改进之处

94%的受访投资者表示会关注上市公司的交易风险提示公告，但其中也有
40%受访者表示“关注，但此类公告的提示内容有待改进”。对于证券公司通过短
信/电话提醒投资者阅读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的方式，受访者认为“必要”的比例
达到了 98%，其中 44%的受访者认为还“希望短信或电话能简要说明公告内容”
。
近九成（89%）受访投资者认可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的价值并用以指导交易，其中
近七成（69%）受访者会“结合市场交易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后，才决定是否减
持相关股票”，两成（20%）受访者“会马上根据交易风险提示减持相关股票”。

十一、网络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及网络理财等互联网金融产品渗透加深，过
半投资者担心网络信息安全风险

调查显示，网络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网络理财是投资者认知度和投资者
使用普及率最高的互联网金融产品，
“听说过”该产品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 83%、
83%和 72%；而“使用过或想尝试”的投资者占受访者的 75%、74%和 56%。对于
互联网金融风险，超过半数（占受访者 51%）的投资者最担心的是网络信息安全
风险，其次投资者最担心金融投资风险（占受访者 18%）和政策监管风险（占受
访者 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