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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张券商“资金归集”牌照花落海
通证券的报道近日在网络上炒得如火如
荼，而实际上，目前只有银行才能开展

“资金归集”这项业务。“海通证券的有
关做法，实际上是证券公司与第三方支
付机构合作，利用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支
付功能，提升客户体验的探索。”中国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日前解释说，媒
体所说海通证券的“资金归集”，是指
客户将存放在多家银行的资金，转入到
第三方支付机构为其开立的账户，第三
方支付机构在其中起到了“资金归集”
的作用，海通证券并不持有支付牌照。

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不断被“边
缘化”的券商，从 2012 年开始便步入

“创新季”，而开展“资金归集”业务成
为创新业务中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不
过，目前券商开展这项业务仍处于起步
阶段，面临着各种挑战和瓶颈，不断拓
展和放大证券资金账户功能势在必行。

券商热盼“资金归集”

“资金归集”牌照对于券

商而言意义重大，如果颁发，

券商业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

金归集”权限，创新业务也更

容易开展

“面对竞争压力，券商唯有转型。
如何‘截留’客户资金已成为券商面临
的主要挑战。”华鑫证券资深分析人士
白晗说，券商“资金归集”是其自身转
型中的一种尝试和创新。与券商客户经
理辛苦开户相比，在引导资金进入券商
系统方面，“资金归集”更能从券商的
业务功能上直接快捷地完成此项活动。

按照目前有关规定，沪市证券账户
为“指定交易”，银证转账应建立在一
对一的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一个证券
账户只能对应托管于一家商业银行。但
将来券商获得“资金归集”牌照后，在
其开户的投资者，便能将名下其他银行
卡内的资金直接划转至证券账户中，而
无需再通过第三方银行存管。“资金归
集”牌照的下发，将利于券商建立其自
身强大的账户系统。

其实，对于“资金归集”业务，商
业银行早已行动在先。“与银行‘资金
归集’不同，券商‘资金归集’的途径
有一定局限性，单向归集无法彻底打破
券商和银行之间较为苛刻的绑定关系，

券商系统能够归集的资金总量必然受到
限制。”不过，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任
浩宁表示，“资金归集”牌照对于券商
而言意义重大，如果颁发，券商业可能
会获得更多的“资金归集”权限，创新
业务也更容易开展。

功能拓展瓶颈重重

证券资金账户功能单一、

渠道狭窄、利用率较低，金融

行业诸多业务无法通过证券资

金账户办理，使得券商业务拓

展仅局限在部分领域

目前证券资金账户的功能拓展仍处
于初期发展阶段，仍然面临着不少发展
瓶颈和障碍。“证券资金账户功能单
一、渠道狭窄、利用率较低，金融行业
诸多业务无法通过证券资金账户办理，
不仅影响资金使用效率，造成一定的资
金浪费，还使得券商业务拓展仅局限在
部分领域。”任浩宁说，尤其券商行业
当前面临着深化调整，而多元化发展是
券商行业必然的选择，资金账户的管制
过严影响券商业务创新。

在白晗看来，券商争相获得“资金
归集”牌照，同样是为了吸存，却是

“剑指”银行系统。“如果在未来，券商
取消了‘一人一户’的限制性规定，客
户可以拥有多个证券账户，那么券商之
间还有一场恶战。”白晗表示，与银行
系统内小银行提供更丰富灵活的产品和
手段向大银行发难不同，券商系统内却

是大券商依据其更雄厚的实力，提供更
丰富多元的产品和服务，对小券商造成
了严重威胁。

近年来，券商也大力推进一些中间
业务，例如约定式购回、过桥业务和股
票质押式回购等，对券商的生存状态虽
起到一定提升作用，但是无法从根本上
扭转发展局面。“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券
商目前的困境，证券资金账户的功能必
须进一步拓展和放大，目前仅仅具备投
资功能，大大束缚券商转型。”白晗说。

IT 技术是主要障碍

券商在 IT 技术方面侧重

在 IT 运营维护，却忽略了自

主开发能力的培养，核心业务

很多都外包给其他技术团队，

某种程度上限制其自身业务发

展，券商缺乏对于供应商的掌

控能力

国泰君安投资顾问赵欢认为，券商
行业资金账户领域扩展面临的主要障碍
是 IT 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告诉记
者，券商对 IT 方面的运营维护很重视

（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方面），却忽略
了自主开发能力的培养，核心业务很多
都是外包给其他技术团队，这在某种程
度上限制其自身业务发展。此外，券商
缺乏对于供应商的掌控能力。

IT 技术对于券商资金账户的拓展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证券公
司在网络技术方面处于相对落后的发

展状态。“证券公司必须借助 IT 技术
企业的技术和信息力量，发展壮大自
己，深度挖掘 IT 方面的价值所在，促
进 IT 与证券业务的不断融合。”赵欢
补充说。

“一方面，应逐步放开券商资金账
户管制，给予股票账户资金进出自由，
多渠道、多方式、高速率的资金周转需
尽快完成；另一方面，券商业务创新需
要继续发力，多元化金融业务应逐渐纳
入到券商日常业务中，以此提升券商竞
争力和影响力，倒逼相关政策方面作出
调整。”任浩宁直言。

券商“资金归集”牌照≠支付牌照

证券账户功能拓展遭遇尴尬
本报记者 温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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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17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在今天召开的
申万研究所策略会上，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董事长李剑阁
表示，申银万国与宏源证券的并购得到国务院、中央汇金
公司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支持，两家公司已经成
立共同党委，主持重组事项，近期两家公司将分头拜访各
自客户，进行新公司的路演。

去年 11 月 19 日，宏源证券发布公告称，已与申银万国
签署《资产重组意向书》，约定了保密义务并同意共同推进
重大资产重组。资料显示，申银万国与宏源证券的实际控
制人均为中央汇金公司。目前，汇金公司是申银万国的第
一大股东，持有申银万国 37.19 亿股，占总股本的 55.38%；
同时，汇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持有宏源
证券 60.02%的股权。

今年 7 月 11 日，宏源证券最新发布公告称，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的制定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征求工作已完成，与重
组相关的评估等工作正履行必要的核准程序，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国内第一家 A 股上市的券
商，宏源证券与申银万国证券合并是新“国九条”背景下，证
券行业的一起重大并购，后续进程值得期待。

申万宏源合并有新进展

本报北京 7 月 17 日讯 记者张忱报道：据中国人民银
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今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设
于 6.1564，较前一日的 6.1535 下调 29 基点，为连续第五个
交易日下行，5日来累计下行 121个基点。

从国际因素来看，近期美元指数走强，对人民币汇率形
成了一定下行压力。美联储周三发布的褐皮书显示美国经
济温和增长，制造业持续扩张，消费者支出出现增长，新增
就业人数微幅增加；同时，美联储主席耶伦继续强调会把宽
松立场维持一段时间的立场。在此消息影响下，国际市场
看多美元的情绪继续升温，美元指数也延续了本周的强势
表现，在 80.50附近区域震荡。

从国内的基本面来看，本周公布的上半年宏观数据和
金融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速仍处合理区间，流动性整体充
裕，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市场人士认为，由于近期经济
数据良好，人民币汇率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短期内将维持
窄幅振荡走势。

人民币中间价连续5日下行本报北京 7 月 17 日讯 记者何川

报道：在挂牌企业易同科技日前公告称
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之后，全国
股转系统公司今天对此表示，已要求易
同科技的主办券商申银万国对易同科技
持有大元股份股票涉及公司治理、信息
披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核查，并将积极
配合中国证监会对易同科技的调查工
作，督促易同科技履行相关义务，并根据
调查结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据了解，易同科技是首家遭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企业。

易同科技因何遭到证监会的立案调
查呢？据公司公告披露，该公司遭调查的
原因为涉嫌与上海旭森世纪投资有限公
司、乐源控股有限公司、杨军为一致行动
人，于 2013 年 8 月 8 日合计持有大元股
份股票超过其总股本 5%后未进行充分
披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
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上述行为立案
调查。

从易同科技此前披露的公开转让说
明书来看，被立案调查的相关主体中，杨
军系易同科技董事，且间接持有 10%的
股份。上海旭森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和乐
源控股有限公司均为杨军间接持股、实
际控制的公司。上述主体均已在公开转
让说明书中作为易同科技的关联方予以
披露。

全国股转系统公司总经理助理隋
强此前在媒体沟通会上表示，股份转让
系统对挂牌公司的日常监管主要是“以
信息披露为核心”、依托主办券商持续

督导的自律监管，即主办券商对挂牌公
司的信息披露和业务办理事先审查和
把关，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事后审查
和监管。

据了解，这种日常监管是以主办券商
来划分监管员对挂牌公司的监管分工，监
管员通过对挂牌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事后
审查的方式，对信息披露文件中涉及的

重大事项，以及风险外溢程度高的挂牌
公司进行监管。而从本次易同科技重大
信披违规的案例来看，股转系统对挂牌公
司的日常监管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新三板：积极配合证监会对易同科技调查

基于投资群体不同的缘故，一直以

来，新三板公司都是不被普通投资者所

关注的。不过易同科技将是一个例外。

7 月 16 日，易同科技发布公告称，

公司于 7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

通 知 书 。 易 同 科 技 因 此 成 为 第 一 家

遭 中 国 证 监 会 立 案 调 查 的 新 三 板 挂

牌 企 业 。 对于新三板市场的发展来

说，中国证监会对易同科技的调查来

得正是时候。

进入 2014年，随着新三板市场面向

全国范围的扩容，新三板市场迎来了快

速发展时期。截至到 6 月 30 日，新三板

挂牌公司已达到 814 家，其中仅今年新

挂牌的公司就达到 461 家，新三板在仅

仅半年时间内就扩容一倍多，预计今年

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超过 1000 家并无

悬念。

正是基于新三板市场的快速发展，

这就更需要监管部门将对新三板公司

的监管也跟上去，使新三板的快速发展

能够奔跑在规范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所以，由于易同科技信息披露不合规，

证监会对其立案调查，这对于新三板市

场的发展和新三板公司的遵纪守法意

识，都不啻为一场及时雨。

毕竟对于新三板挂牌公司来说，它

们中的很多公司都是民营企业或私人企

业，在进入新三板挂牌之前，这些公司的

经营管理并不太规范，有些公司的管理

其实只是大股东的想当然，法律法规意

识比较淡薄。因此，证监会对易同科技

的立案调查，对于新三板挂牌公司来说

是一种警示。此举让新三板公司明白，

既然选择在新三板挂牌，那么它们就必

须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管，就必须遵纪守

法，将公司的发展纳入到规范的轨道。

同时，证监会对易同科技立案调查，

也有利于暴露该公司发展中的问题，进

而有利于该公司解决问题，减少公司经

营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从而使公司走上

健康发展的轨道。

实际上，易同科技是一家规模很小

的新三板公司，2013 年资产总额只有

2700.58万元，但该公司竟然拿了四分之

一的资产投资金融类产品，并且在年报

中只字未提该金融资产的具体内容。仅

以此资金的运作来看，就为公司发展留

下了巨大的隐患。

总之，对于目前的新三板市场与

新三板公司来说，就是需要有严格的

监管来为其保驾护航，以确保新三板

市场与新三板公司的规范健康发展，

避 免 新 三 板 市 场 发 展 成 为 新 的“ 问

题 市 ”。

谨 防 新 三 板 成“ 问 题 市 ”
皮海洲

PTA 延续强势领涨能化板块，截至 7 月 17 日收盘，
PTA 主力 1409 合约报 7280 元/吨，涨 1.25%，持仓减至
59.7 万手，成交量 135.6 万手。“本轮 PTA 上涨的基本逻辑
在于上游 PX 减产造成原料阶段性供应不足，配合之前
PTA 下游在相对强劲的消费需求，PTA 和 PX 去库充分，
市场对上游供应的担忧驱动了产业链价格的反弹。”南华期
货分析师胡晓东表示。

事实上，今年 5 月份以来，由于多家日韩 PX 企业停产
检修，加之亚洲多家新增装置没有按期投产，PX 的供给陷
入阶段性的短缺之中，近期价格持续上扬。受 PX 价格上
涨的影响，PTA 现货价格临近生产企业可变成本，PTA 生
产企业被迫采取限产保价的策略，造成了 PTA 由 5 月至今
的上涨。

“价格反弹一定程度上修复了部分亏损，开工率从 7 月
初最低不足 60%回升至接近目前的 75%，”胡晓东认为，此
时下游进入季节性消费淡季，PTA 回到增库存周期，现货
价格也出现松动，从 7 月 4 日最高 7600 元/吨跌至 7 月 16
日的 7270 元/吨，基差开始缩窄，PTA 最紧张的局面已经
过去。

供需方面，下游聚酯近期产销一般，盘面利润出现亏
损，而 PX 新增产装置 7 月底料有原料产出。市场人士认
为，下游聚酯产销一般，价格出现下滑，将使后市承压，
PTA 基本面并未出现根本性扭转，目前上下游开工率差有
所收小，下游出货不畅，也预示上方空间不可看过高。

对于后市，业内分析师认为，由于三季度 PX 的产能将
会集中释放，成本推动造成的 PTA 的上涨行情或将终结，
但介于目前 PTA 消费良好，短期内消费支撑将延缓其下
跌，PTA 仍呈现高位震荡走势。

“从 PX7 月份的倡导价看，普遍集中在 1440 美元至
1480 美元区间，对应 PTA 生产成本在 7800 元/吨至 7950
元/吨，对 PTA 现货存在较强的支撑。”胡晓东认为，多空博
弈仍将持续，随着新投产 PX 装置的稳定运行，原料供应不
足的预期或被打破，PTA 届时将重回下行通道，建议谨慎
者可逢高部分离场，不宜盲目追高，等待回调买入机会。

上游供应担忧

驱动PTA短线反弹
本报记者 谢 慧

所谓资金归集，是指商业银行按客

户要求将被归集账户资金归集到指定账

户的相关业务。资金可以自动转账以及

免收手续费，是银行“资金归集”与普通

转账汇款的两个主要区别。目前，大多

数商业银行跨行转账或同行跨地区转

账，都会收取一般为转账金额1%，最高

50元/笔的手续费。而“资金归集”是“超

级网银”业务平台，不论跨行、跨地区转

账，银行均不收取手续费。

什么是资金归集？什么是资金归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