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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11 月 13 日我们调研了兴业证券，和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等部门进行了交流，调研纪要如

下： 

 

纪要： 

1. 类信贷业务规模和趋势判断： 

目前融资融券 90 多亿，股票质押 140 多亿，收益互换没有做。按照融资融券与流通市

值占比、融资融券交易量占比来算，目前与海外平均水平接近，但 A 股市场的高换手特征会

突破这个平均水平，预计 2015 年还将保持增长态势。在股票质押业务上，证券公司效率比

银行、信托高，融资利率低于信托，略高于银行，未来整个股票质押业务会从银行、信托、

证券三分天下，逐渐转向证券行业为主。兴业证券的股票质押融资在业内排名靠前，深圳排

名前三，上海排名前五，预计未来会有超越行业的增长。 

2. 融资融券开户情况： 

融资融券客户集中度较高，产业资本和投机资本进入比较多，越是高净值客户的融资融

券账户，活跃度越高。客户资产在 50 万以下的账户中，融资融券有效户只有 1/3，而高净

值（100 万以上）账户中有效率达到 90%。客户融资行为在最近 3-4 个月增加很明显。 

3. 融资融券客户风险控制？ 

客户账户杠杆率和持股集中度是重要考量指标。融资融券理论杠杆可以做到 3 倍（1 配

2），但兴业在保证金比例采用的是保守策略，担保比例在 200%以下且集中持仓的账户，会

受到特别关注。如果公司放低保证金标准，两融份额还将有较大的增长。 

4. 财富管理目标客户？ 

财富管理目标客户是在证券公司有 100 万资产的客户，这类客户全部财富规模 400-500

万。 

5. 员工持股计划？ 

6 月监管机构出台指导意见，公司也积极做了研究，但是财政部 2009 年发过文，要求

暂停国有企业持股激励，现在财政部对于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价格和锁定期限还在讨论，公

司会密切关注。 

6. 福建自贸区为公司带来哪些机会？ 

兴业的直投子公司，已经在福建省里设立两只产业基金，规模在 9 亿元左右。福建省里

鼓励兴业证券参与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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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司战略？ 

战略上客户定位是 100 万以上高净值客户和机构客户，融资融券、股质作为服务高净值

客户工具，投入还是会增加。财富管理方面，产品销售还是重点，在基础资产做大的情况下，

鼓励自主创设产品。机构业务中的 PB 业务正在筹备。投资方面，明年考虑加大投资资产规

模。投行业务会在并购业务上增加投入。资产管理业务成立子公司鼓励机制创新和产品创新。 

8. 产品代销情况？ 

1-9 月私人财富业务线总销售产品规模 300 亿元以上，以固定收益为主，贡献收入 8000

万元。未来希望通过信用业务发展累计的优良客户，从而带动产品业务增长。 

9. 一人多户对经纪业务的影响？ 

一码通现在采取了稳妥的方法来过渡，目前还不能自由转户。对于兴业来说，机会大于

风险。在福建的偏远城市，兴业的经纪业务战略以防守为主，但在省外区域采取进攻型策略

多些。 

10. 增发进度： 

2014 年债务融资工具基本用足，还有证券公司短期债、收益凭证要发。但本质上，债

务还是受限于股权，接下来股权融资也会有安排。大股东表示支持，但形式和时间还没有确

定。兴业的战略定位是 2020 进入行业前十，资本要先进入 TOP10，资产和利润才能进入。 

11. 互联网金融战略： 

兴业是首批 8 家互联网业务资格获批券商之一。兴业的互联网金融战略要考虑自己的优

劣势，公司定位是财富管理业务，专业人才和专业能力都很强，不会采用特别佣金策略来抢

占客户。 

12. 沪港通准备： 

最近是每天几百户交易权限开通。满足 50 万以上门槛要求的客户，兴业有 4 万多，其

中的意向客户占比大概在 40-50%。但是营业部的高净值客户大都有港股账户，现在主要是

覆盖中等客户，增加客户粘性。港股行情收费，80 元港币/月，看 10 档行情，费用由客户支

付，不准备在沪港通上采取低佣金竞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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