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 券 2014年7月2日 星期三星期三 1111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分行
机构编码：B1383B25222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46260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时间：2014年 03月 04日
机构地址：贵州省铜仁市锦江南路 8 号锦江宾馆
附楼
邮编：554300
联系电话：0851-620778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4年 03月 04日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筑城广场支行
机构编码：B1383S252010012
许可证流水号：0046263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时间：2014年 05月 30日
机构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遵义路 2号（生资大楼）
邮编：550002
联系电话：0851-620778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4年 06月 04日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金阳科技支行
机构编码：B1383S25201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46262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时间：2014年 04月 18日
机构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区长岭南路28
号中国西部（贵阳）高新技术生产研发基地1号楼
邮编：550081
联系电话：0851-620778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4年 04月 21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

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日前
在2014金家岭财富论坛上表示，财富管
理业务很大程度上是靠高质量主动服务
驱动的，证券营业部要发挥好作用。她
认为，随着财富管理市场的不断发展和
券商转型，营业部的价值需要被重新认
识，一些新功能也有必要发展起来。业
内人士认为，券商营业部开展主动财富
管理服务是其自身转型发展策略之一。

业务发展空间广阔

随着佣金率的持续下降，

通过主动财富管理驱动增量服

务收入将成为证券营业部改革

发展的必然选择

“目前 115 家券商现有的 6000 余间
营业部普遍不景气，主要是因为股市长
期低迷。不但新增客户数量不尽如人
意，存量客户也不够活跃。”一德期货
首席经济学家郭士英表示，由于互联网
竞争、服务同质化等因素，导致佣金率
和总收入一降再降。他预计，这属于周
期性现象，一旦股市走牛，局面就会有
改观。

平安证券一位相关人士向记者坦
言,由于目前证券市场持续低迷，投资
顾问水平仍有待提升，证券营业部财富
管理业务尚未得到很大发展，但随着佣
金的持续下降，通过主动财富管理驱动
增量服务收入将成为证券营业部改革发
展的必然选择。

证券营业部开展财富管理业务，需
要不断突破一些瓶颈和局限。中投顾问
公司咨询顾问崔瑜告诉记者，一方面，
证券营业部的核心顾客是大资产客户，
中小投资者很难进入券商的“法眼”，
工作人员尚没有形成良好的服务意识和

服务理念；另一方面，证券营业部对中
小投资者的服务品种较少，根本无法满
足中小投资者的需求。“证券营业部加
大服务中小投资者是为了适应互联网金
融的挑战，而并非主动求变、切实落实
财富管理职能的体现。”崔瑜说，目前
券商对财富管理方面业务的认识还不够
深刻，中小投资者尚不能进入到券商的
主要服务人群。

郭士英表示，人才瓶颈也是营业
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现有人员需要
开展新业务培训，这才能与有关机构进
行竞争，才能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

“此外，有些证券公司成立了专业子公
司，反而降低了券商内部的业务协同
度 ， 使 得 有 关 营 业 部 在 开 展 发 行 承
销、投资咨询、基金销售和期货介绍
经纪商业务方面，甚至受到券商内部

条块利益分割的局限和约束。因此，
证券营业部开展主动财富管理服务势
在必行。”郭士英说。

财富管理需差异化

证 券 营 业 部 应 在 产 品 研

发、营销渠道、资产管理等方

面做足文章，以开发出更多适

合中小投资者的金融产品

证券营业部加强主动服务，有利于
改变现状，但真正见效，则需要一个过
程。对于当前的中国证券业来说，由于
受制于相对简单的通道业务、标准化产
品以及无差异的客户，券商营业部的功
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券商营业部

可以增加的管理服务内涵相对来说比较
狭窄，空间较为有限。

那么，证券营业部该如何更好发挥
自身作用助力财富管理？

市场人士认为，目前，券商大量新
业务出现，如个股期权、沪港通、新三
板等。这些新业务的出现给财富管理带
来了机遇和挑战，对于券商而言，提高
投顾服务水平至关重要，未来有能力满
足客户多样化投资咨询服务的券商营业
部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若要更好发挥资产管理、金融服务
等职能，证券营业部应在产品研发、营
销渠道、资产管理等方面做足文章，以
开发出更多适合中小投资者的金融产
品。“营业部唯有深挖客户需求，对客
户进行‘量身定制’式的细分，采取不
同的策略和定位，才有机会吸引和留住
客户。”天誉金泰证券分析师张彦建
议，与此同时，因中小投资者对财务保
本增值的要求相对较高，所以安全性、
流动性和收益性原则应有效结合。

“在业务种类方面，需要仔细甄别
哪些有市场和发展空间的附加业务可以
做。同时，也要充分了解客户需求，对
客户要深度沟通、分类管理，否则难以
发现客户的有效需求。”郭士英表示，
营业部的财富管理业务拓展，需要券商
的经纪业务总部统一部署和协调，首先
打破内部壁垒，形成市场化的权责合作
机制，增加各方面的积极性，在营业部
功能拓展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打好基
础。此外，要研究和跟踪国家以及行业
的有关监管政策，找到合规业务的突破
点和增长点。“初期借助内部协作，共
同服务高端客户；后期则提升团队配置
质量，增强自身的服务能力，才能逐步
增强发展后劲。”郭士英补充说。

不过，营业部财富管理在行业监管
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取得现实突破并不
容易。“近期做些探讨和尝试未尝不
可，但距离新业务能够明显改善其营收
结构，大概仍需一段路程要走。”郭士
英直言。

通过主动财富管理驱动增量服务收入

证券营业部转型主打“私人定制”牌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受公司业绩因素影响，中联重

科高管大幅降薪 50%，不仅“另类”，

而且耀眼。更耀眼的是，对于降薪

的问题，上市公司方面表示“直至企

业经营效益明显好转”。这不禁让

人为其勇气与决心叫好。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一直都是“涨”声不断，

但却没有获得投资者的掌声。一个

重要的现象表现为高管薪酬与业绩

严重脱节。无论业绩增长还是下

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总是处于上

涨的快车道中。如*ST 京城连续两

年出现亏损，2012 年高管薪酬合

计为 322.53 万元，2013 年飙升至

807.35 万 元 ， 涨 幅 高 达 150.32% ；

已经退市的长油，这几年连续巨

亏，投资者没有获得任何回报，但

其某些高管的年薪却连续超过 50

万元。

中联重科高管主动大幅降薪，

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是

高管个人利益也与上市公司业绩挂

钩，说明其是对上市公司、对股东负

责任的高管，也有利于促进高管更

加勤勉敬业。二是高管降薪将增加

股东权益，有利于提升每股收益与

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而高管主动

降薪的上市公司，也更容易获得投

资者的信赖。

遗憾的是，A 股上市公司中的

高管像中联重科这样的还非常少

见，更多的高管眼中只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常常忽视了

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虽然上市公司也设立了所谓

的薪酬委员会，但其主要是为高管服务的，而独立董事的

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这才导致高管薪酬年年涨，而投资

者年年骂的格局。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仅仅由薪酬委员会决定显然存在

重大短板。事实上，对于高管薪酬问题，让其与上市公司

的业绩挂钩，与投资者的分红挂钩均有必要，而笔者建

议，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应该实施类别表决制度，由广大

的中小投资者来决定更为合适。

高管薪酬就该与业绩挂钩

曹中铭

本版编辑 孙 华 陶 玙

电子邮箱 jjrbzbsc@126.com

提示：本版投资建议仅供参考

本报讯 记者何川报道：今年上半
年，新三板市场规模大幅扩容。截至 6
月 30 日，挂牌企业数量已达 813 家，较
去年底的 355 家增长了 129%；813 家企
业的总股本达 282 亿股，较去年底增加
190%。今年上半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成
交笔数为 930 笔，成交股数为 1.65 亿
股，成交金额为 21 亿元，已远远超过新
三板去年全年 8.2亿元的总成交金额。

“在去年 12 月 《国务院关于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
发布之后，新三板市场的各项基础制度
建设不断完善，尤其是今年 5 月份新的
交易系统上线，将分三期支持协议转

让、竞价转让和做市转让等交易方式，
对投融资双方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招商
证券分析师洪锦屏表示，新三板相对较
低的准入门槛和场内市场面临的巨大
IPO“堰塞湖”压力，使得不少企业选
择在新三板挂牌。

据了解，目前新三板在挂牌准入方
面，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对挂牌公司不
进行实质审核，不作投资价值判断，交
由市场进行遴选和投资判断；在发行融
资方面，新三板实行备案管理，尊重公
司自治；在并购重组方面，减少强制性
许可规定，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协商和
决策的权利。这些规则无疑对挂牌企业

的吸引力大为增强。
今年上半年，新三板市场亮点频

出，除了 1 月 24 日首批全国 266 家企业
集体挂牌，且此后挂牌公司数目呈加速
增长态势之外，5 月 19 日，新三板的新
交易结算系统正式上线，同时 《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 （试
行）》 正式实施，之后市场交投活跃度
提升明显。

但新三板市场的信息披露质量有待
进一步提高。据统计，除了十几家公司
年报披露因出现各种差错而重新更正之
外，今年上半年，已有 118 家挂牌公司
延期披露 2013 年年报。虽然这些企业的

延期披露经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同意，并
于 4 月 30 日前履行完年报披露义务，但
如此大面积的信息披露延迟，仍给新三
板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

新三板总经理助理隋强表示，从申
请变更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会计师事务
所工作进度迟缓、审计工作压力较大，
以及新三板信息披露规则在 2013 年 2 月
发布，市场各主体均需要一个了解熟悉
的过程等。据了解，从 2013 年年报披露
情况来看，三分之二以上的挂牌公司是
首次开展年报编制和披露工作，而申请
延期披露的公司当中有 70%是首次履行
年报披露义务。

上半年新三板新增挂牌企业458家
信息披露问题有待改善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7月 1日人民币兑美
元中间价报 6.1523，较前一交易日的 6.1528 小幅上涨 5
个基点，继续围绕 6.15 小幅调整。而当日的银行间即期
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收报 6.2016，比前一个交易
日的 6.2050 升值 34 个基点，再度创下今年 4 月 10 日以
来的新高，延续了 6月以来的小幅升值势头。

今年 6 月，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上涨 167 个基
点，即期汇率累计上涨 423 个基点。人民币即期汇率在
今年前 4个月连续贬值之后，5月份微涨 0.19%，6月份则
创下今年以来最大单月升幅。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即
期价累计贬值 2.50%，中间价累计贬值 0.91%。

近期美元的弱势表现对人民币汇率形成了一定支
撑。6 月中旬以来公布的几项美国经济数据不及预期，
导致市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降温，美元指数出现
连续回调，市场做空美元情绪有所抬头。6 月 30 日，美
联储理事威廉姆斯表示，美联储在一段时间内将不会升
息，也未具体指明何时升息。受此影响，美元指数快速下
挫失守 80整数关口，一度下探至 79.78低点。

近期国内较好的经济数据也为汇率企稳提供支撑。
本周公布的 6 月汇丰 PMI（采购经理指数）总指数为
50.7%，尽管较初值下降 0.1 个百分点，但还是较上月提
升 1.3 个百分点。同时，6 月中采制造业 PMI 由上月
50.8%小幅升至 51.0%，继续处于扩张区间，这显示 6 月
份的制造业景气度在延续此前的上行趋势。光大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从分项指数来看，总需求出现明显
提升，生产面景气度好转。6月经济增速有望出现好转。

人民币汇率小幅震荡
本报记者 张 忱

本报北京 7月 1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中国证监会今
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1日，已受理且预先披露首发企
业共637家，含已过会企业40家，未过会企业597家。

在未过会的 597家企业中，属于正常审核状态企业 8
家，中止审查企业 589 家，其中 568 家企业因财务资料过
有效期目前暂时中止审查，待发行人补报财务资料后按
程序恢复排队审核，11 家因中介机构及相关签字人员发
生变更等目前暂时中止审查，待中介机构及相关签字人
员变更完成后按程序恢复排队审核，10 家企业因中介机
构存在被我会立案调查等执业行为受限的状况而中止审
查，此类企业是否恢复审查取决于其中介机构执业行为
受限的状况何时解除。

截至目前，本年度首发终止审查企业 129 家，其中主
动撤回企业 97家，32家首发企业未按相关规则要求报送
预先披露材料，且申请文件中的财务资料超过有效期达
3个月，被终止审查。

中国证监会：

已受理且预披露首发企业达637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