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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开拓中国市场加速

18 家合资券商处排队状态
证券行业的对外开放进程还在继
续。
证监会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行政
审批名单显示，近一年来新增的排队
券商共有 7 家，包括方圆证券、瀚华证
券、珠江证券等。目前仍有 18 家筹备
中的合资券商处于排队状态。

地产资本
“逐鹿”
11 月 28 日最新披露的外商投资
企业名称核准公告显示，
“粤港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和“珠江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的企业名称获得预先核准。此次
公司名称获得预先核准的背后，都有
地产资本的身影。
粤港证券的牵头发起方是保利地
产。2016 年 5 月 23 日，保利地产全资
子公司保利物业、广东粤财、深圳泓
景、高信证券、恒明珠证券、伟禄美林
证券共计 6 家发起人，拟以现金（1 元
人民币/股）认购股份方式共同发起设
立粤港证券，保利物业拟出资 3.5 亿元
人 民 币 认 购 3.5 亿 股 ，占 粤 港 证 券
10%股权。

珠海证券背后的牵头发起方，则
是合生创展、珠江投资等地产公司背
后的“合生系”。
目前仍有将 18 家合资券商均处
于审核状态，包括大华继显陆金（云
南）证券，云峰证券、广东粤港证券及
横琴海牛证券等。
从申请者的股东背景来看，不仅
有公募老十家之一的嘉实基金，也有
国内顶级民营精品投行华兴资本，以
及最具互联网基金的马云系瑞东集团
等。

发展制约有望冲破
证券业的对外开放，正在获得监
管层的进一步支持。
在 CEPA 框架下，港资、澳资持股
比例最高可达 51%。今年 6 月获批筹
建的汇丰前海证券是境内首家由境外
股东控股的证券公司，港资股东香港
上海汇丰银行持股 51%。
不久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
国新办吹风会上表示，中方决定将单
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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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
限制放宽至 51%，
三年后不受限制。
从首家合资券商——1995 年中金
公司成立算起，合资券商在我国已有
20 余年的历史。目前，我国的合资券
商已达 13 家。其中，根据 CEPA 补充
协议十设立的合资券商 4 家：汇丰前
海、东亚前海、申港证券和华菁证券；
其余 9 家是中金公司、中银国际、高盛
高华、瑞银证券、瑞信方正、中德证券、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东方花旗、摩根士
丹利华鑫。
然 而 ，从 2016 年 的 营 收 情 况 来
看，大部分合资券商的排名在百名开
外。
业内人士分析称，受到持股比例、
经营业务等因素的限制，合资券商的
发展受到较多制约，不过合资券商在
投行业务上的竞争力不可小觑。后续
申请设立的合资券商，一方面在控制
权方面已经有了政策突破，另一方面
业务层面也有望突破单一的投行业
务，尝试更广的业务范围。
(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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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网危机深
两大股东
被券商追债近 2 亿元
估值不断跳水，乐视网的股权质押早已不
再安全，质权机构已发出“强制赎回”的要求。
12 月 4 日晚间，方正证券发布诉讼公告
称，公司近期累计设计的诉讼案件进行统计并
公告，诉讼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3.17 亿元。其
中，涉及乐视相关高管的两笔股权质押重大诉
讼，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92 亿元。
根据乐视网公告梳理，2013 年以来，贾跃
亭共办理 34 笔股权质押，其中明确解押的仅
15 笔。尚无解押信息的 19 笔股权质押，涉及
10 家券商、1 家信托公司、2 家银行，以及上述
不明身份的质权方。Wind 资讯统计明细显
示，仍在质押状态中的，包括国开证券 3 笔;中
信证券、平安信托等四机构各两笔；民生银行、
海通证券、国君证券等 7 机构各有一笔。
对于股东的股权质押风险，是否会累及乐
视网，乐视网方面称，股权质押属于股东的个
人行为，公司目前专注于业务的恢复和发展，
尊重股东的个人权力，会持续关注股权质押导
致的股份变动。
但有券商人士表示，乐视网的股权质押让
质权机构都“十分焦虑”，部分质押乐视控股还
提供了连带担保，接下来或会引发更多诉讼。
(和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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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周期第五波 战略看多大制造
周期第五波在途中，时间有望延续
至元旦春节期间。我们之前报告中明确
提出年内周期消费五波走的节奏判断以
来，五波走已实现其四（周期-消费-周
期-消费）。对于第五波周期行情，我们
在 11 月 13 日电话会议中明确提出周期
收官，并于后续周报中进一步提出，
“在
进三退二”的市场中，第五波周期行情或
就在当下。从这两周的行情上看，水泥、
钢铁等周期品已明显启动。我们认为，
基于消费短期有天花板、税改对大宗品
催化及周期品现货有支撑等因素，周期
第五波在途中，时间有望延续至元旦春
节期间。
美国税改照进股市，大宗商品再迎
催化。12 月 3 日，特朗普税改政策获参
议院投票通过。1）全球化定价的周期品
有望迎来需求侧推动。据国君宏观团队
测算，2018 年美国预算通过未来十年新

增 1.5 万亿美元赤字，目前看参众两院公
布的新增赤字在 1.4 万亿多，所以最终减
税空间在 1.4-1.5 万亿美元，我们认为最
终会用足 1.5 万亿美元新增赤字，对应到
平均每年减税 1500 亿美元。对个人，年
减税空间约 200-500 亿美元，税率下调
将有效刺激居民消费；对企业，税率由当
前 35%有望降至 20%，最低征税 10%，年
减税空间约 1000-1300 美元。因此，税
改取得突破性进展更加刺激企业部门开
支，这有助于提振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约
0.3%-0.6%）。2）近期北上资金趋于弱化
（上周买入成交金额 103.63 亿元，本周
63.02 亿元）美国减税政策带动的进一步
的资本回流会催化这一过程，消费的配
置压力进一步凸显。
当前期货或股市的周期行情是现货
驱动的，依据历史经验，周期品换手率的
回升至少持续 1 个月；基本面角度，历史

上螺纹钢补库至少持续 2 个月，螺纹钢价
格的稳定上涨至少持续 1 个月。因此，我
们认为交易层面和基本面的数据仍有至
少 1 个月的改善期，改善的持续时间或超
市场预期。
重点推荐：我们认为，短期现货价格
仍有支撑，基本面修
复持续性较强，结合
海外税改刺激全球需
求，第五波周期收官
之战有望延续。税改
之下全球定价的周期
品更具弹性，推荐有
色、水泥、石化、钢铁、
煤炭行业。此外，我
们战略看好在决胜三
年中能较早发挥新经
济支撑作用、并可能
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占

据领先地位或实现弯道超车的相关领
域，尤其是“制造业中的 TMT”板块，短
期受到市场影响下挫，但仍然继续看好
通信、电子、军工、机械、新能源等领域，
重点推荐 5G、高端制造、中国芯等主题。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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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