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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作为A股市场首条指数，即
将步入“而立之年”的上证综指
将于7月22日迎来“大修”。

优化编制方案，如何帮助上
证综指摆脱失真的尴尬？重修
后的指数，能否成为新的投资之

“锚”？

10年只涨24.44%
“晴雨表”缘何失真？

6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上
证综指收报2984.67点。这个点
位较10年前的同一天仅上涨了
24.44%，大幅“跑输”同期GDP增
幅。如果把时间线缩短到5年，
上证综指累计下跌逾三成，与稳
健增长的宏观经济“背道而驰”。

诞生于1991年7月15日的
上证综指，不仅是A股市场首条
指数，也因为汇聚了众多大盘蓝
筹股，被视为表征中国经济发展
的“晴雨表”。目前A股市场总市
值排名前100位的上市公司中，
超六成在其麾下。

不过，在A股市场规模不断
扩容并步入全球资本市场第一
阵营的同时，曾经的“晴雨表”却
陷入失真的尴尬。究其原因，宏
观经济结构发生了变迁，上市公
司结构变化却未能同步。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
迅雷分析认为，近年来宏观经济
结构中金融及传统周期性行业
的权重在弱化，上市公司结构中
传统行业占比明显高于其在GDP
中的占比。网络经济、数字经
济、高技术经济等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越来越高，但阿里巴巴、
腾讯、华为等代表性企业均未在
A股上市，高质量新兴企业的缺
失影响了指数的代表性。

此外，随着企业生命周期变
化，上市公司群体盈利能力显著
分化，绩差股未能得到充分出
清，拉低了上证综指点位。而在
IPO发行市盈率“天花板”下，新
股不约而同地呈现上市初期“连
板”、此后大幅回调的高波动性
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指数运
行形成干扰。

截至6月末，沪市总市值和
流通市值已分别达37.2万亿元
和30.5万亿元。作为这个庞大
市场的“代言人”，上证综指亟需
来一次“大修”。

编制方案优化：
“新”指数有哪些变化？

6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宣布，将于7月22日对上证综指
编制方案进行重大修订。那么，
优化后的“新”指数将发生哪些
变化？

——ST、*ST将“消失”。
基于资本市场风险警示制

度，交易所对存在净利润连续两
年为负值、一定时间内累计成交
量和面值低于规定标准、公司可

能被依法强制解散等情形的股
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对
公司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且
预计 3 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生
产、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等情形
的 股 票 实 施 其 他 风 险 警 示
（ST）。上证综指编制方案调整
后，指数样本中的ST、*ST股票将

“消失”。
——新股纳入“慢慢来”。
根据修订后的编制方案，上

证综指将把新股计入时间由目
前的“上市第11个交易日”调整
为“上市1年后”。考虑到大市值
新股价格稳定所需时间总体短
于小市值新股，上市以来日均总
市值排名沪市前10位的新股将
在上市满3个月后计入。

——科创板上市证券“加
盟”。

截至6月末，开市近一年的
科创板已迎来116只新股登陆，
成为沪市重要组成部分。上交
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科创板证券
计入可提高上证综指的市场代
表性，科创型新兴产业上市公司
占比提升也可令上证综指更好
反映沪市结构变化。

昔日“冷门”标的
能否成为投资之“锚”？

无论是境内市场还是国际
市场，都将上证综指视为A股“标
杆”。但在投资领域，它却是不
折不扣的“冷门”标的。以公募
基金市场为例，目前仅有富国上
证综指ETF和汇添富上证综合指
数基金跟踪这一重要指数。

在业界看来，上证综指地位
和功能之间落差巨大的状况，有
望随着此次“大修”明显改观。

富国基金ETF投资总监王乐
乐表示，剔除*ST、ST令上证综指
得以“轻装上阵”，“更新换代”功
能强化将对指数的长期投资价
值产生明显的提振作用。新股
价格充分调整后计入指数，在带
来新“血液”的同时，也可较好规
避“炒新”积累的风险。科创板
上市证券的进入，则可有效提升
上证综指的成长性和可投资性。

上海尊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仇彦英则表示，在
资产配置理念日益盛行的背景
下，透明和低成本的指数化投资
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较
行业指数、主题指数等窄基指
数，综合指数和宽基指数持仓更
为分散，可降低行业风险及个股

“黑天鹅”事件的冲击。
“优化后的上证综指代表性

更强、质量更高。‘打包’投资沪
市的价值凸显，令其成为指数化
投资的优选标的。”仇彦英说。

这也意味着，经历“大修”之
后的上证综指，有望从昔日“冷
门”变身为A股市场新的投资之

“锚”。 据新华社电

四分类垃圾已实现
“三增一减”目标

“条例”施行一年来，上海深
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
了实效，成为“引领低碳生活的
新时尚”。居民区分类达标率从

“条例”施行前的15%提高到90%
以上，大多数居民已养成自觉分
类习惯。

今年6月份，全市生活垃圾
清运总量96.86万余吨，与去年
同期相比，四分类垃圾实现“三
增一减”目标：可回收物回收量
6813.7 吨/日、增长 71.1%，有害
垃圾分出量3.3吨/日、增长11.2
倍，湿垃圾分出量9632.1吨/日、
增 长 38.5% ，干 垃 圾 处 置 量
15518.2吨/日、下降19.8%。

全程分类体系基本建成。
完成2.1万余个分类投放点规范
化改造，道路废物箱设置数量优
化调整至4.1万余个；累计配置
湿垃圾车 1537 辆、干垃圾车
3077辆、有害垃圾车99辆、可回
收物回收车239辆；建成可回收
物回收服务点1.5万余个、中转
站 201 个、集散场 10 个；“十三
五”规划确定的15座生活垃圾处
置设施项目全部开工，干垃圾焚
烧和湿垃圾处置总能力达到
24350吨/日。

市、区相关部门依法开展监
督检查，组织执法行动。“条例”
实施以来，文化和旅游部门检查
旅游住宿企业10786家，责令整
改146家，行政处罚1家；市场监
管部门检查餐饮服务提供者
12.7万家，责令整改276家，行政
处罚39家；城管执法部门开展执
法检查 15.2 万余次，教育劝阻
59856起，责令整改38739起，行
政处罚 9585 件，其中单位 7472

件、个人2113件。

下一步目标：
巩固提升分类实效

邓建平表示，下一步，本市
将巩固提升分类实效，坚持高标
准推进垃圾分类，居住区（村）和
单位分类达标率力争达到95%，
示范街镇力争达到85%以上。

完善两网融合体系，完成
6000个可回收物服务点、170座
中转站和10座集散场标准化审
核；培育一批功能型资源化利用
项目，确保低价值可回收物出路
稳定，实现全覆盖回收、全品种
利用、全口径统计。

加快处置能力建设。新增
干垃圾焚烧能力 2000 吨/日，干
垃圾焚烧总能力达到21300吨/
日；湿垃圾处理总能力达到7000
吨/日；预计今年年底基本实现原
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强化政策支持引导。结合
土壤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工作，
研究制定湿垃圾利用产品推广
政策；全面实施低价值可回收物
回收补贴政策，提高资源回收利
用率。

加强执法检查保障。持续
开展日常执法检查和专项执法
行动，重点围绕源头减量制度、
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义务、公共
场所分类投放规定执行情况开
展执法检查；发挥典型案例的警
示教育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知
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哪里产生垃圾
就在哪里分类

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唐家
富介绍说，新版《上海市生活垃
圾示范区、达标（示范）街镇（乡、
工业区）综合考评办法》将配置

除臭、破袋、洗手“三件套”纳入
考评范围，目的是为了改善居民
源头投放环境、优化居民分类投
放体验。

从今年上半年度全市“达标
示范”检查结果来看（共检查
5001个居住区），洗手、除臭、破
袋装置的配置率分别达到了
94.8%、82.3%、78.3%，总体来看，
成效明显。当然，还有一部分社
区由于客观条件等因素尚未完
全落实到位，对此，管理部门将
进一步加强指导。

唐家富表示，将加强配置指
导，按照“一小区一策”的原则，
鼓励各小区因地制宜地配置

“三件套”，同时不会对具体规
格、样式作强制要求；对于居民
普遍已养成垃圾分类习惯的小
区，也不要求每个点都要配置，
对于好用、易用、安全、便捷的
分类投放装置给予鼓励和推
广。同时加强投放点管理，要
求湿垃圾桶必须密闭存放并喷
洒除臭剂，垃圾箱房或生活垃
圾储存点需确保容器关盖储
存，防止异味扰民。

此外，针对疫情情况，下一
步本市在确保防疫安全可控的
前提下，一方面继续做好涉疫生
活垃圾的安全收运处置工作，另
一方面将垃圾分类纳入一网统
管，加入智能设备的研发和使
用，通过科技+管理的方式，巩固
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实现分类实
效的常态化，同时将继续深化垃
圾分类社会动员，持续营造浓厚
的社会氛围，聚焦重点行业，重
点区域，重点人群，按照城市精
细化管理的要求，精准施策，做
到哪里产生垃圾哪里就要分类，
让上海持续引领低碳生活的新
时尚。

本市四分类垃圾已实现“三增一减”目标，下一步将更智能化、更精准化，做
到哪里有垃圾哪里分类。昨天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邓建
平介绍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一年来，本市推进
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进展成效和下一步工作重点。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上海垃圾分类一年来取得哪些成效？未来如何改进？

下一步：精准施策，精细分类

一名工作人员在上海长宁区新泾六村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清理垃圾箱外壁。 新华社资料图

上证综指迎“大修”
能否成新的投资“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