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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券商揽入佣金306亿元
3月佣金收入116.75亿元 创年内新高

首先，我们来谈谈何为理财规划？理财规划是一种综
合性的金融服务，是指投资顾问通过分析和评估客户财务
状况和生活状况、明确客户的理财目标、最终帮助客户制订
出合理的、可操作的理财方案，使其能满足客户人生不同阶
段的需求，最终实现人生在财务上的自由、自主和自在。

其次，我们再来谈谈为什么要进行理财规划？理财规
划是投资顾问用一个整合的角度（并非简单的产品配置，
而是可用资源、产品及服务的整合）来看客户的整体财务
状况及未来前景，是通过收集分析客户的财务状况发现资

金缺口、通过投资弥补资金缺口的一个过程，理财规划贯
穿于我们的整个生命周期。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
始消费，赚钱的时间却是有限的。所以人要在有能力的时
间内，对人生的未来提前做好规划，这就是理财规划存在
的意义。

由于我们人生的每个时间段目标不同，收入支出不
同，支出所占收入的比重也不同，所以理财规划其实是一
个阶段性的动态调整的过程，每个阶段的大致投资理财安
排如下表：

君弘理财规划系统 助您实现财富人生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券商已
揽入佣金306.05亿元，而3月份的佣
金收入为116.75亿元，创年内新高。

除此之外，今年以来，券商线上降
佣揽客，线下新设营业部“跑马圈地”，
对于经纪业务进行了全面“武装”。

3月揽入佣金116.75亿元
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截至3月

28日，A股成交量9040.44亿股，成交
额 114554.01 亿元；B 股成交量 20.45
亿股，成交额 147.13 亿元；基金成交
额1365.52亿元。按照2015年券商经
纪业务平均佣金费率 0.0503%来计
算 ，今 年 3 月 份 券 商 共 揽 入 佣 金
116.75 亿元，已创年内新高，同时环
比上升47.32%，比1月份上升6.1%。

此外，2015年券商日均佣金收入
达到13.23亿元，为历史峰值。今年3
月份，券商日均收入为 5.84 亿元，环
比 2 月份上升 17.98%，比 1 月份的
5.63亿元上升3.73%。

此外，今年一季度，A 股成交量

23420.97 亿股，成交额 300112.44 亿
元；B 股成交量 77.86 亿股，成交额
552.8 亿元；基金成交额 3557.32 亿
元。按照2015年券商经纪业务平均
佣金费率 0.0503%来计算，今年一季
度券商共揽入佣金306.05亿元，环比
下降48.31%，同比下降30.98%。

虽然相较于去年历史峰值时的
佣金收入有所降低，但经纪业务收入
仍占券商营收的主导地位。据中国
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公司2015年度经
营数据显示，125家证券公司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5751.55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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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数据可以
看出，近两年，虽然券商的佣金大战
打得十分火热，行业的平均佣金费率
也在不断降低，但传统经纪业务中代
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占比却未下
降，佣金仍是券商重要的收入来源。

券商再掀佣金大战
今年以来，券商们似乎格外重视

经纪业务，在线上线下都有体现。
在线上，券商们继续在佣金率上

“较劲”。中泰证券与新浪合作推出
行业最低万 2.48 的佣金费率限时三
个月的活动。而近日，东方财富正式
确认收购西藏同信证券之后，也打出
万 2.5 的市场佣金来招揽客户。此
外，九州证券推出的“经纪宝”业务，
也为券商经纪业务的转型开创了一
条先河，用户可以通过经纪宝快速成
为证券经纪人，享受万1.5业绩线。

在线下，不少券商继续布局各地
营业部，进行“跑马圈地”。据统计，
截至3月22日，已有154家券商营业
部获批，占比为去年全年的67.84%。
其中，安信证券、国泰君安都在大力
拓展线下业务，今年分别获批新设营
业部74家、62家。同时，国金证券于
3月15日公告称6家营业部开业，是
今年首个披露营业部开业的上市券
商，而去年仅有一成营业部公告开
业。

（新财）

本报讯 截至3月29日，A股市场24家上市券
商中，累计已有11家披露了2015年年报。

统计数据显示，11家上市券商中，全年净利润
突破百亿元大关的券商有3家，分别为中信证券、
广发证券、招商证券，全年实现净利润分别高达
198亿元、133.01亿元、109.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4.64%、162.83%、183.29%。

年报晒出的同时，高管薪酬浮出水面。报告
期末，中信证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获得的报酬合计人民币7127.37万元，占公司全
部应付职工薪酬之比为0.74%。另据广发证券年
报披露，公司执行董事、职工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组成包含归属 2015 年计提并发放的薪酬
和 2014 年度及以前年度递延发放的薪酬两部
分。仅支付 2014 年度及以前年度递延发放的薪
酬这一部分，公司向 13 名高管累计支付额高达
9779.74 万元，占公司应付职工薪酬总额之比为
1.25%。报告期末，光大证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实际获得的报酬合计3882.97万元，占
比1.47%。

备受市场关注的券商救市账本也得以通过年
报管窥一二。上述11家上市券商中，累计有9家
券商公布了救市账本，合计投入救市资金近 700
亿元。 （中和）

11家上市券商晒年报

3家全年净利润
突破百亿元

上海迪斯尼计划2016.6.16日正式开园。2016年
3月28日零点零一分开售门票，门票价为499元，开
园首日的门票招秒杀。

1955年，米老鼠之父沃特。迪士尼在加州洛杉
矶兴建起世界第一座主题乐园。迪士尼乐园是目前
世界上建立最早、历时最久的主题乐园。美国TEA
协会发布2010 年至2014 年迪斯尼集团的观光人数
为 1.21 亿、.22 亿、1.26 亿、1.33 亿、1.34 亿，呈现稳步
增长的趋势。

上海迪士尼乐园是中国第二个，世界第六个迪士
尼主题公园,将为地区经济注入新鲜活力，主要体现在：

1、依托中国庞大的市场，上海迪士尼值得期待。
首先，长三角经济区为上海迪士尼提供客流保证，长江
三角区主要包括上海及浙江两省，共计30个城市，是中
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圈，人口集中、消费旺盛、交通便
利，有望首当其中成为上海迪士尼主要的客源地。

2、上海迪士尼后续成长动力充足，未来仍将有较
大的成长空间。迪士尼乐园是“不动产”，开园后将持
续带来客流；后期园区扩建及新景点的开辟、消费水
平的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休假制度的完善也将会
助力迪士尼的盈利增长；二胎政策已经出台，预计未
来将进一步放宽，人后结构中新生儿占比的增加将
有效扩大迪士尼目标人群。

3、增量客流将引爆区域消费，本地商业股直接受
益。参考奥兰多迪士尼、东京迪斯尼、香港迪士尼开
业后，访港游客数量和平均旅游支出快速上升的情
况。上海迪斯尼项目1期成熟后有望带来3000多万
的游客增量，按照平日门票价格为370元，高峰日门
票价格为499元，10倍经济撬动杠杆计算，迪士尼将
带来千亿规模的消费增量。

参考以往香港迪斯尼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
博会等大型主题事件的经验，主题投资的行情通常
提前1年左右开始启动，并且在预期落地前的几个月
达到膨胀。预期落地后开始逐渐的回落。由于离迪
士尼开园的时间不足3个月，预计近期迪士尼相关题
材仍是热点。

国泰君安证券海口国贸大道营业部财富管理部

迪士尼呼啸将至
本地商业风起云涌

诚然，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上表只
是提供了一种大致的投资比例参考，而君弘理财规划系统
存在的意义，就是能够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做出有针对
性的专业投资建议。理财规划流程有以下六大步骤：

1、信息收集：收集客户的基本信息与资产信息，风险
态度和风险承受能力；

2、财务分析：通过分析收集到的客户信息，给出客户
的现有财务健康状况；

3、理财目标：采集客户的生涯理财目标，以及针对不
同目标的所需资产等信息；

4、资产配置方案制定：利用模型给出客户现有资产的
最优资产配置，和客户达成所有目标所必须的投资收益相

比较，给出实现所有目标的可能性；
5、产品配置：以推荐资产配置为依据配置具体产品；
6、理财报告：将理财规划的所有内容汇总生成总结报

告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理财规划系统通过大数据

模拟分析，为国泰君安客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财务规划模
型，帮助客户实现人生中的阶段性目标。如果您对理财规
划系统感兴趣，希望通过理财规划系统了解自己的财务状
况，从而制定阶段性的投资目标，并且希望得到投资顾问
的专业投资建议，国泰君安为您提供君弘理财规划平台，
期待您的参与！

国泰君安证券海南分公司财富管理部

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 个人单身期个人单身期个人单身期个人单身期 家庭形成期家庭形成期家庭形成期家庭形成期 家庭成长期家庭成长期家庭成长期家庭成长期 家庭成熟期家庭成熟期家庭成熟期家庭成熟期 家庭衰老期家庭衰老期家庭衰老期家庭衰老期

一般年龄一般年龄一般年龄一般年龄 22～28岁 25～35岁 30～55岁 50～65岁 60～90岁

个人事业阶段个人事业阶段个人事业阶段个人事业阶段 事业开始期 事业积累期 事业稳固期 事业成就期 退休期

择偶结婚

有学前小孩

理财规划重点理财规划重点理财规划重点理财规划重点 财富累积 购房购车 财富累积 子女教育金 财富保固
退休养老 财富转换(子女成家立

业赞劣）
遗产或接班 财富转移

提升与业 量入节出 偿还房贷 偿还房贷 享受生活

提高收入 攒购房首付 筹备教育金 筹备退休金 规划遗产

随家庭成员增加 以子女教育年金 以不同养老险或年 投资长期看护险养

提高寿险保额 储备高等教育金 金产品储备退休金 老险转即期年金

投资类投资类投资类投资类 活存定存 股票70% 股票60% 股票50% 股票20%

资产配置资产配置资产配置资产配置 基金定投 债券10% 债券30% 债券40% 债券60%

货币20% 货币10% 货币10% 货币20%

信用卡 房屋贷款

小额信贷 汽车贷款

子女成家 孙辈出生

理财活劢理财活劢理财活劢理财活劢

保险安排保险安排保险安排保险安排 意外险、寿险

家庭形态家庭形态家庭形态家庭形态
以父母家庭为生活重

心
小孩上小学、中学、大学或

出国深造
子女完成学业 独立生活、就业

信贷运用信贷运用信贷运用信贷运用 信用卡 还清贷款 无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