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价值的投资向导

券商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HERALD

A 股开年跌超两成
券商 1 月业绩堪忧
根据上市券商发布的业绩快报
统计，
券商 2015 年业绩高增长已成
定局。不过在汇率波动、
熔断、
注册
制、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多重利空影
响下，
2016 年首月，
A 股并未如预期
中那样走出“给力”行情，反而不断
下行，
成交量大幅萎缩。截至1月27
日，
上证指数就跌去了22.71%，
深证
成指更是下跌 25.60％，
券商营收驱
动力下行明显，
业绩堪忧。

事实上，在互联网券商的冲击
下，券商佣金率也一直在降。据统
计，2014 年券商全行业平均佣金率
是万分之六点九一，到了 2015 年
上半年券商行业平均佣金率降至
万分之五点四，而 2015 年全年券
商佣金率也仅在万分之五左右。
2016 年，随着互联网券商带来的竞
争加剧，有个别证券营业部已将佣
金率将至万分之三。

佣金环比减少近三成

券商板块高估值已透支预期

据 Wind 统计，今年 1 月份以
来 ，前 13 个 交 易 日 累 计 成 交 量
5594.83 亿 股 ，成 交 额 为 7.51 万
亿。如果按 2015 年全年万分之五
的佣金率来计算，券商 1 月份获得
佣金收入为 37.57 亿元，日均佣金
收入为 2.89 亿元。较去年 12 月日
均 3.94 亿元的佣金收入相比，环比
减少近三成。
“1 月第一周因为熔断导致交
易时间缩短，这是导致前 13 个交
易日成交量萎缩的原因之一。”一
家大型券商业务经理称，更重要的
是，在目前不断下挫的市场环境
中，投资者信心受损严重，恢复需
要一段时间，估计今年一季度券商
佣金收入同比下降是大概率事件。

国海证券分析师预计，券商板
块 1 月份业绩将大概率环比下
行。而中银国际证券分析师认为，
两次熔断券商板块下跌明显，且投
资者对于流动性和成交量的担心，
对经纪业务收入占比较高的券商
影响更大。
平安证券分析师缴文超指出，
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将支撑证券行
业向上发展，
利好券商。但 2015 年
基数较高，
因此，
券商业绩高速增长
的概率不大。另有私募机构人士认
为，目前券商板块估值已经透支了
未来业绩高速增长预期，尽管有不
少利好政策有望推出，但短期券商
业绩上行空间有限。也有分析师表
示，目前无需过度担忧券商业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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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业务转型压力陡升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券商不
仅面临内部业绩下滑的风险，还将
迎来混业经营带来的外部挑战。
据了解，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
提出，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研
究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交叉
持牌，稳步推进符合条件的金融机
构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证券业
务牌照。在混业经营的模式下，券
商传统的投行业务、资管业务都将
面临新的挑战，转型压力较大。
对于 2016 年券商行业的发展，
海通证券分析师孙婷认为，由于传
统通道业务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
形成券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牛市启动时，火爆行情吸引大批投
资者进场，市场交易 额大幅增长，
为券商业绩提供强支撑。然而一旦
市场环境不佳，券商开发新客户难
度加大，市场交易持续低迷。为了
摆脱这种困局，券商“靠天吃饭”的
业务模式亟 待改变。
（刘榆）

本报讯 近日太平洋证券发公告称，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于 1 月 22 日做出的《关
于对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暂停新开证券账户
1 个月措施的决定》。
公告称，公司温州瓯江路证券营业部个别经纪人涉
嫌违规为客户间融资提供便利，公司内部检查时发现了
该问题，但未能及时自纠，存在内部控制不完善情形。
按照《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云南证监局
责令公司在 2016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24 日期间暂停新开
证券账户 1 个月，暂停期间公司不得新增经纪业务客
户。同时要求公司按照相应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规定的要求落实整改，进一步梳理相关流程，强化有
关人员合规守法意识。
（刘榆）

券商去年净赚超两千亿
总资产超六万亿
本报讯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15 年 125 家证券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751.55 亿
元，实现净利润 2447.63 亿元，
有 124 家公司实现盈利。
统计数据显示，证券公司的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2690.96 亿元、证券承销与保
荐业务净收入 393.52 亿元、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 137.93
亿元、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 44.78 亿元、资产管理业务净
收 入 274.88 亿 元 、证 券 投 资 收 益（含 公 允 价 值 变 动）
1413.54 亿元、利息净收入 591.25 亿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125 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
6.42万亿元，
净资产为1.45万亿元，
净资本为1.25万亿元，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 2.06 万亿元，
托管证券市值 33.63
万亿元，
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11.88万亿元。 （刘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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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的年终奖一个好归属
离春节不到两个星期时间，众多小主会在这期间收
到沉甸甸的年终奖，甚是欣喜。工资、年终奖作为个人
主要收入，应纳入长期理财规划中，通过合理的资产配
置，才能够使自己的资产得到保值增值。
何为资产配置？简单来说就是投资规划！即根据
小主们自身的投资需求，将投资资金在不同资产类别之
间进行分配，通常是将资产在低风险、低收益证券与高
风险、高收益证券之间进行分配。
根据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一般来说，一个家
庭需要把资产分为四个部分：
一、要花的钱。这部分资金主要是我们的短期消
费，大约是一个家庭 3-6 个月的生活开支，投资占比约
为家庭资产的 10%。这部分资金大多数人是放在银行的
活期存款上，随时可支取，但缺点是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太低，不利于资产的增值。
随着互联网金融各类宝宝的诞生，资产增值且灵活
支取不再是梦。国泰君安君得利二号货币型集合理财，
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理想选择，该产品主要投资于银行定
期存款、协议存款、短期债券、债券回购等产品，是一款
安全性和流动性优先，在此基础上追求适度收益的集合
理财计划。
年终奖暂时没有特殊安排的，君得利二号是您的不
二之选。目前君得利二号的收益大约是活期存款利率
的 9 倍，年前最后申购日为 2 月 3 日，切记！若您是证券
交易型客户，时不时可能会在春节前买点股票，签约国
泰君安现金管家将是您的首选。投资者通过签署现金
管家，每个交易日下午四点收盘后，系统就会自动为客
户将闲余资金申购国泰君安现金管家产品，获取产品高
收益。次日早晨资金回归，可用于证券交易。正是开市
交易，闭市理财的绝佳选择。若能在 2 月 3 日前签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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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华泰证券首席分析师罗毅认
为，市场企稳后是布局券商股的时
机，
二季度是券商股的投资好时机，
券商业务产业链不断延展，业务放
量和边际成长性高，
打开业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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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家，春节期间也可享受产品收益，目前现金管家收
益约为活期存款的 5-8 倍。
二、保命的钱。这部分资金就是我们常说的保险，
投资占比约为家庭资产的 20%。这部分资金最大的特点
就是江湖救急，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就保险来说，一般有四个保障缺口需要我们补上，
按先后顺序分别是重大疾病保险、寿险、子女教育金和
养老保险。投资者可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购买一定保
额的上述保险，以在出现意外情况时解燃眉之急。
三、生钱的钱。这部分资金也就是我们用于投资的
部分，占比约为 30%。此部分资金重在收益，用有风险的
投资创造较高的收益，可用于投资的标的一般为股票、
基金、房地产等高风险高收益产品。
目前国泰君安正在热销一款混合型基金，南方君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该基金发行时间至本月 29 日。其
特点为：1、1 位基金经理+21 名行业研究员的高端配置：
基金经理直接管理总份额的 20%，21 名研究员推荐最看
好的个股，协助基金经理对其余 80%份额出具配置建议，
充分挖掘全市场优秀标的。2、绝对收益理念，分散投资
至众多行业，以稳至上。南方君选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后）＋5%，力求不发生亏
损并赶超业绩比较基准。3、研究员跟投且不得赎回，使
其与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联系更为紧密，极大激
发各研究员的研究热情与荐股积极性。
四、保本的钱。这部分资金主要是用于养老和子女
教育，最大的特点是要求本金安全，收益稳健，持续成
长，占比约为家庭资产的 40%。投资标的主要为债券、信
托、分红险、固定收益理财等。
国泰君安的目前的固定收益产品线十分完善，1000
元-100 万起点产品可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春节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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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三固定发行的君慧新客收益凭证产品，本金保障，
28 天年化 4.66%，是回馈广大新客户的首选产品。每周
四发行的君慧 1 号收益凭证，27 天年化 3.6%，可满足短
期理财客户需求。同时我司每周二代销的兴业银行天
天万利宝产品，包括 35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4.1%）、66 天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4.15%）、91 天（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4.25%）、182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4.3%）也都是您节前理
财的好选择。
资产做到合理配置，才能够在时间的长跑中让其较
好的增值，希望各位小主拿到年终奖时除了高兴，还能
够为年终奖找到好归属，
节后再收大红包。
国泰君安证券海南分公司财富管理部

（预期 7 日年化收益率以当日报价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