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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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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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来开展的第四次年度调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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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投资者投资知识
水平及自我认知、投资者交易习惯与决策方式、证券公司风险教育及适当性服务
状况等多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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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此次调查项目，负责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统计工作。此次调查时间是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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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整体受教育水平继续上升，对自身的投资能力评价较为客观

2012 年，整体投资者的受教育程度继续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大学本科或
以上学历占比由 2011 年的 63%提高至 71%。为衡量投资者对投资基础知识的掌握
情况，本次调查沿用了 2009 年调查中的投资知识评测方法，根据最终的得分统
计，整体投资者投资知识得分 59 分（满分为 100 分），相比 2009 年的评测结果
（56 分）有一定提高。另一方面，投资者对自身投资能力的评价也较为客观，
与投资知识得分评测结果基本相当。当受访投资者用 0~100 之间一个分数来评价
自身投资能力时，投资者自我评价的平均得分为 62 分，仅高出实际投资知识测
试平均得分 3 分。

二、股票直接投资热度有所下降，投资者资产组合更为多元化

多项调查结果综合显示，2012 年投资者直接投资股票的热情有所降低。一
方面，投资者证券账户资产量继续呈下降态势。受访投资者的平均账户资产量为
38.1 万元，相比 2011 年（41.3 万元）有较明显下滑。其中，创业板投资者的平
均账户资产量由 2011 年的 77.8 万下降到 2012 年的 67.3 万，非创业板投资者的
平均账户资产量由 2011 年的 34.8 万下降到 2012 年的 28.4 万。与此同时，股票
在投资者家庭资产配置中的地位也持续下降。2012 年股票投资额占受访投资者
家庭总投资额的比例为 26.6%，连续两年下滑（2011 年和 2010 年分别为 29%和
34.6%）。另一方面，投资者的交易频率也较往年有所降低，其中 2012 年创业板
投资者的平均交易频率由 2011 年的每月 8.2 次降至约每月 5.4 次。
相比之下，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多元化的趋势更为明显。2012 年受访投资者
人均持有的投资产品数量为 4.21 种，相比 2011 年（3.84 种）和 2010 年（3.22
种）继续有所增加。除公募基金产品份额略有下降外，其他各类型投资产品的渗
透率均有不同程度上升，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成为投资者资金流向增幅
最高的两个渠道，相比 2011 年分别增长了 16 个百分点和 6 个百分点。

三、投资者的股票投资收益期望与风险承受度均略有下降

调查显示，投资者在 2012 年对股票投资收益的期望和风险承受度相比 2011
年均有所降低。其中创业板投资者 2012 年期望的年收益率均值为 26.2%，可承
受的亏损比例均值为 24.6%，相比 2011 年分别降低了 1.7%和 0.8%。非创业板投
资者 2012 年的投资收益期望与可承受风险相比 2011 年降幅更大，分别降低了
3.7%和 3.9%。

四、投资者投资决策时对互联网信息渠道的依赖进一步加深，深交所“互动易”
网站的认知率超过四成

与 2011 年调查结果相似，对股票价格、成交量进行技术分析依然是投资者
进行投资决策时最首要的主要信息来源。但 2012 年调查显示，投资者从股吧、
论坛以及微博等网络类媒体获取信息的比例有较大提升，由 2011 年的 40%上升
到 2012 年的 48%，显示互联网信息渠道对投资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当问及投资者是否知晓深交所“互动易”网站（帮助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互动
交流的网络平台）时，逾四成（43%）受访者表示知道该网站，其中 80%的人群
在过去 12 个月中曾因购买或持有一支股票而主动关注该上市公司在“互动易”
网站上的专区，显示投资者对互动易从认知到使用的转化率相对较高。

五、券商经纪业务竞争更为激烈，服务力度不断加强

连续四年的调查表明，券商平均佣金率呈逐年持续下降趋势。2012 年证券
公司的平均佣金率为 0.08%，相比 2011 年的 0.11%下降了 37.5%，下降幅度显著
高于前两年。显示在去年的市场环境下，券商间经纪业务的竞争更为激烈。
在此情况下，券商对客户的服务力度也在加强。超过七成（73%）的受访者
表示证券公司在开户后主动与其保持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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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表明，券商在为创业板投资者提供此类服务时表现更为积极，联系创业板客户的
平均频率（1.06 次/周）要高于联系非创业板投资者的平均频率（0.74 次/周）
。

六、投资者的股东权利意识较往年有一定提升

为持续了解投资者对股东权利的认知与行使状况，2012 年调查沿袭了 2009
年的做法，再次对这方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相比 2009 年，2012 年受访投
资者的权利意识有了一定提升，主要表现如下：
（1）股东权利的认知率有所增长。过半数的投资者（53%）知晓有权“通过
电话、网络等方式联系公司了解情况”，较 2009 年增长了 8 个百分点；同样，知
晓“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
“网上业绩说明会”以及“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
等股东权利的投资者比例也分别较 2009 年有 6%至 9%的增长幅度。
（2）股东权利的行使率有较显著提升。在认知以上股东权利的投资者中，
各项权利的行使率也较 2009 年有较显著的增长。其中“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
联系公司了解情况”的行使率达到 28%，较 2009 年提升了 12 个百分点；
“参与
网上业绩说明会”和“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的投资者比率分别较 2009
提升了 10 个百分点和 8 个百分点。

七、对投资者的权利救济仍有待加强

与 2009 年调查结果相比，当感到自身权益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损害时，
“向
相关部门进行举报或投诉”依旧是投资者最倾向的维权途径，31%的受访人群选
择了这一方式，与 2009 年的比例（32%）基本相当。但投资者对司法救济的信心
略显不足，选择“报警或向法院起诉”的投资者比例比 2009 年下降了 4 个百分
点，相比之下，2012 年选择“联合其他受损投资者一起行动”的投资者比例则
达到 22%，较 2009 年增长了 7 个百分点，选择“通过网络或媒体曝光，寻求社
会舆论支持”方式的投资者比例也比 2009 年增长了 2 个百分点。

八、近六成的投资者知晓退市新规，23%的投资者倾向交易处于退市整理期的股
票

对于深交所 2012 年末刚刚颁布的退市新规定：
“上市公司一旦进入退市整理
期，就不得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且三十天后终止上市，公司股票转入全国
性场外交易市场进行转让”，有接近六成（59%）的受访者表示知晓。而当问及投
资者，假设之前并未持有处于退市整理期的上市公司股票，是否还会在退市整理
期内交易该支股票时，有 23%的受访投资者表示一定会交易，有 20%的受访投资
者表示一定不会交易该支股票，其余超过一半（57%）的投资者持观望态度，表
示会根据市场情况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