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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冲击香港券商高佣金

腾讯阿里加快进军券商步伐
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BAT 正
快速进入金融业，包括券商行业。尽
管腾讯入股中金公司的信息没有让
中金股价持续走高，但互联网已经开
始深刻改变这个行业。
在腾讯 28 亿入股中金之前，马云
旗下的云峰基金早在 2015 年就已控
股港资券商—云峰金融（更名前为瑞
东集团）。

互联网巨头争相进入券商行业
在港上市的中金公司（3908.HK）
近日发布公告，将向腾讯配发及发行
2.07 亿股 H 股新股，发行价为 13.8 港
元/股。据此，腾讯将以 28.64 亿港元
的总代价持有中金公司发行后 H 股
的 12.01%及总股本的 4.95%。该笔交
易还需监管部门批准。
入股中金并不是腾讯第一次进
入券商行业。今年 6 月，富途证券曾
宣布完成 1.455 亿美元的 C 轮融资，投
资者来自腾讯和红杉资本等，这是腾
讯继 A、B 轮投资后，再一次追加对富
途证券的投资。

阿里系也在进军券商。2015 年 5
月，马云旗下的云峰控股（马云持股
40%）通过其附属公司 jade Passion（云
峰 控 股 持 有 其 73.21% 的 股 份）斥 资
26.85 亿港元收购了云峰金融（更名前
为瑞东集团）56%的股份。云峰金融
的主要业务为证券经纪、证券包销及
配售等。
不仅公司层面入股券商，互联网
大佬个人也掏出真金白银入局。此
前华泰证券(601688)香港 IPO 时，基
石投资者中就包括马化腾和丁磊等
互联网大佬。

佣金战从内地打到香港
随着券商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
竞争愈发激烈。据中国证券业协会
数据，截至今年 6 月底，中国证券公司
数量已达到 129 家，与 2010 年底相比，
数量增加了 21.69%。
各家券商正努力提升资本金，扩
大规模。目前，拟登陆 A 股的券商就
有 15 家，在 A 股排队发审会的有财通
证券、天风证券等 9 家券商；德邦证

周刊

诚信、责任、亲和、专业、创新

券、恒泰证券等 6 家券商已进入 IPO
辅导期。
券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在经纪业
务方面表现的极其明显。据中信证
券(600030)研报，今年上半年，券商全
行业佣金水平为 0.0344%（万分之三
点四），与 2016 年第四季度相比再次
出现下滑。而在 2012 年时，这一数字
还曾高达 0.0806%（万分之八）。
短短五年时间，券商行业佣金率
跌幅就高达 60%。根据公开的信息，
激烈的佣金价格战甚至于让中国证
券业协会专门召开会议，意图促使佣
金价格战终止。
尽管顶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名号，
但香港的券商佣金一直明显高于内
地。但这种好日子也快要结束了，内
地的佣金战已经打到了香港。
部分内地券商针对港股通的优
惠佣金也已经达到万三甚至更低的
水平。而目前，香港一般银行和本地
券商的佣金在 0.2%（千分之二）甚至
更高，且每笔交易最低收费通常需要
100 港元。
(东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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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管理实施在即
营业部合规人员
普遍短缺
近期，中国证券业协会正式发布《证券公司
合规管理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实施指引)，从 10
月 1 日起实施。
这是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后，时隔三月，中国
证券业协会所推出的券商合规实施细则。
据了解，实施指引从“合规管理职责、合规
管理保障机制、自律管理”等方面要求券商强化
全员合规、优化合规管理组织体系，10 月 1 日即
达到合规系统建设、部门设置、合规人员数量和
质量的基本标准。
而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5 月末，全国营业部数量已突破万家，达
到 10013 家，其中共有 30 家券商正在运营的营
业部数量超过百家。
实施指引要求营业部合规人员需满足一定
职级，但营业部如此巨大的“需求”，让合规人员
“供不应求”。
事实上，近年来券商因不重视合规而被处
罚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除了被罚款的情况，
亦有券商因合规问题而遭遇评级下调。近期，
证监会公布了 2017 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以反
映券商行业合规管理的整体状况。全行业 97
家券商当中，有 29 家券商评级遭遇下调。
（和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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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君弘 科技+服务引领金融创新
如果您是国泰君安的客户，您对君
弘 APP 肯定不会陌生，如果您还不是国
泰君安的客户，也请您下载小君家的君
弘 APP，领略一下证券行业的科技创新
风暴。君弘 APP 的 N 次升级，只为给您
最好的体验，最好的服务，和国泰君安人
对您的用心。
国泰君安在《2016-2018 年发展战略
规划》中明确提出，要以“科技+服务”双
轮驱动零售战略，零售业务板块将以金
融科技为引领，通过移动互联、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推进公
司零售客户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国泰君
安人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家客户高度信
赖，有科技感的综合金融服务商。
一直以来，国泰君安在战略布局，资
金投入方面，都以“科技+服务”为先导，
辅以换位思考的良好用户体验，不断刷

新着君弘 APP 在业界的影响力。科技和
服务在国泰君安证券是相辅相成的，出
众的科技能力帮助君弘更好的服务用
户，而被赋予科技色彩的服务也承担起
了千人千面的精益服务要求。当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核心技术获得突破以
后，为海量的基础客户提供低成本、高质
量的服务将成为可能。
这一大背景下，君弘服务体系应运
而生，目的在于最终提供承载千万级用
户千人千面的精益服务，为了落实这一
服务体系，国泰君安证券君弘将依靠智
能服务，以场景化为底层逻辑，贯彻用
户为中心的理念，建设君弘智能服务平
台。
第一步：2016 年做可运营的社交化
投资平台。
牛人牛股作为国泰君安证券君弘

APP 内的一个证券投资垂直社区，实际
上 就 是 通 过 模 拟 炒 股 和 社 交 功 能 ，在
APP 上重建当年的散户大厅。但与此前
炒股社区、投资论坛等纯社交平台有本
质不同的是，结合和凭借证券公司的资
源优势，APP 还会针对不同用户提供交
易、产品和孵化等一系列服务，加速和提
高潜在用户的转化。
第二步：2017 年做智能化 APP。
科技的不断发展将帮助补缺长尾客
户系统化服务的短板。据介绍，国泰君
安证券机器人投顾整体建设将以智能客
服、智能投资、智能理财为总体框架，以
语义分析、智能匹配、机器学习、大数据
分析、量化引擎为基础，打造听得懂、会
说话、有感情、会思考的智能化平台，为
海量用户提供大盘解读、行情分析、资讯
分析、智能选股、智能选基、股票组合、基

金组合、理财规划、账户诊断等 20 多项智
能化服务。
第三步：2018 年做投资理财领域的
垂直领域超级 APP。
在 Fin-tech 的大背景，对于证券行
业来说，这一轮变革，将由科技的发展来
驱动，但最终则由差异化的服务和运营
能力来决胜。新模式下，场景化服务要
叠加上去，APP 平台除了提供交易和行
情资讯之外，还有金融理财、资产配置、
投资组合、机器人投顾、支付等综合金融
服务产品化，而这些动作也许就是真正
的投资理财领域的垂直超级 APP 逐步诞
生的过程。
君弘 APP，未来您掌上的投资理财
专家，期待您见证君弘的蜕变！

国泰君安网上营业厅 足不出户办理各项业务
国泰君安是国内最早开展各类创新业务的券商之
一。率先推出手机炒股软件“易阳指”，目前保持国内券
商 APP 下载排名前列。互联网金融时代，国泰君安证券
推出网上营业厅，快捷、方便、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各种业
务，现在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就 out 啦。
适用客户：自然人客户
服务时间：时间:7*24 小时，
登录方式：
支持 一户通号/资金账号/身份证号登陆
进入方式：
方式一：平台网址 http://yw.gtja.com；
方式二：通过公司官网 www.gtja.com 导航中的
“网上营业厅”进入；
方式三：登 录 网 上 开 户（登 录 网 上 开 户 kh.gtja.
com），点击“网上营业厅”进入；

方式四：在网上开户完成的页面，点击“其他业务
办理”链接进入。
可办理业务类型：四大板块，为您倾心服务
理财产品开通：包括君得利、现金管家、实时盈、天
汇宝、投资顾问服务等产品网上签约；
账户开通类：包括证券账户、君弘一户通、融资融
券、期货、港股、个股期权等；
交易权限类：大宗交易、中小企业私募债、OTC 柜台
交易、新三板、约定购回等权限开通；
资金管理类：绑定三方存管银行、开通君弘一户通
转账功能、消费功能、君联天下功能等。
详情咨询：0898-68551157
关注国泰君安海南分公司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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