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安信证券副总裁李军表示， 开展投顾业

务， 就有可能开展代客理财， 不仅包含业务合

规的风险， 也存在市场风险。 据他介绍， 安信

证券从有效合规的角度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是

公司层面， 生产标准化、 规模化的产品， 营业

部的投顾自主掌握产品买卖点， 因为针对不同

需求的客户， 判断也不一样。 第二块是个性化

服务， 营业部的投顾应发挥主观能动性， 为客

户提供服务， 咨询建议参考公司提供的股票

池。 而不管投顾提供什么建议， 系统都会通过

语音、 邮件等方式留痕。 其次， 进行客户回

访， 通过随机抽取客户进行回访， 以了解服务

是否和记录一致。 这主要是对现阶段股票投顾

的管理方式。

“股票投顾的风险点非常多， 比如合同设计

上可能会存在一定风险， 是否把双方的责任、

权利解释清楚。 比如从业人员的市场风险和道

德风险。” 陈建民谈到， 风险控制必须扎扎实实

地做好， 在业务发展初期， 如果没做好风险控

制， 将会出现严重问题， 甚至可能给业务带来

毁灭性打击。 因此， 建立一个完整的风险控制

体系为重中之重。

那么， 该如何规避风险？ 陈建民认为， 合

理的考评机制、 激励机制， 有助于从根源上控

制投顾业务风险。 投顾是一个新业务， 若让合

规、 风控、 稽核部门去把握风险比较困难， 必

须要从一线把握。 同时， 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系

统， 让整个投资顾问业务的发生和发展都在系

统控制下， 并有完整的记载。

第三方收费模式

投顾业务收费难已成为行业共识。 对于该

何时开始收费， 通过什么模式收费， 业内专家争

论不一。

对于投顾收费现状， 李军说： “有的收费

模式牛市行得通， 可能熊市就行不通了。 往往

在牛市里面推送一些服务组合短信。 一旦到了

熊市， 白送服务给客户还会招来埋怨。” 他表

示， 关键的是券商能提供怎样的服务， 让客户

无论在牛市中还是熊市中都愿意付费购买。

据陈建民介绍， 目前投资顾问业务收费方

式包括提高佣金。 同时也有证券公司尝试收取

年费， 根据客户资产规模收取一定投资顾问

费。

张训苏认为， 收费的关键点是如何让客户

愿意付费， 换而言之， 即券商如何为客户创造

价值。 总体来看， 帮助客户超越依靠自己能力

进行投资， 应是券商收费的前提条件。

对于第三方收费模式， 多数论坛嘉宾表示支

持。 陈建民称， 可以采用和第三方合作的方式收

费， 比如通过短信推送方收费。

“证券公司应该在服务收费方面开辟新路，

监管层也可针对行业内产品的定价办法和依据

给一些指导性建议。 同时， 进一步放松监管，

提高证券公司产品的配置速度， 提升产品种类，

才能更好地丰富投资顾问的内涵。” 陈革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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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较为固定的投资顾问的券商客户比例

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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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

券商营业部转型需双管齐下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随着证券经纪业务佣金率持续走低，

“靠天” 吃饭格局被打破。 作为券商经纪

业务的支点， 营业部的形式和功能均面临

转型。

在证券时报日前举办的 “转型之道———

中国证券经纪业务高峰论坛 ” 上， 参与

“营业部转型路径选择” 议题讨论的

6

位嘉

宾认为， 在形式上营业部必须日益轻型化，

降低运营成本， 从而实现大规模扩张； 在

功能上营业部应转型为资源终端， 打通券

商各业务条线， 不仅能为其他业务线积累

客户资源， 而且还能为投资者提供全产品

线服务。

扩容需“轻型”化

公开数据显示， 目前银行业网点超过

20

万个， 而券商营业部还不到

5000

家。 业内

人士认为， 正是营业网点缺乏限制了整个证

券行业的发展， 营业部扩容势在必行。

不过， 随着佣金率持续下滑， 而今券商

营业部的盈利能力已大不如前。 数据显示，

2007

年至

2010

年间， 佣金费率从

1.57‰

下

降至

0.97‰

， 而新设营业部成本却居高不

下，

600

万元成为基本门槛。 因此， 降低运

营成本成为营业部扩容首要问题， 因此， 营

业部轻型化成为转型方向之一。

中信建投证券副总裁周志钢认为， 从职

能的角度考虑， 证券营业部的职能之一是销

售终端。 截至目前， 整个行业的营业部已近

5000

家， 通过扩张网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

高销售力度。 但随着证券行业网点不断扩

张， 成本压力逐步显现。 目前新设的合规营

业部的成本约为

600

万， 盈亏平衡点较高，

导致这种扩张模式发展无以为继。 因此， 新

设营业部的瘦身对于证券行业营业网点的扩

容意义重大。

而光大证券副总裁王宝庆同样认为， 作

为经纪业务转型的方向之一， 营业部形式上

的轻型化主要是为了控制成本， 只有控制成

本才能扩张营业部的数量。

除轻型化外， 部分嘉宾还提出建设多层次

营业部体系的意见。 王宝庆建议， 恢复多层次

网点的建设。 他表示， 现在网点仅有一个层次，

即营业部， 如果恢复过去曾出现的代办点和服

务部， 那么证券业的营业网点将形成三个层次，

与银行接近， 能够更好地提升服务效率。

未必加剧佣金战

截至目前， 证券业差异化、 高质量的服

务和产品仍然缺乏， 同质化严重。 部分业内

人士担心， 一旦数以千计的轻型营业部涌

现， 证券行业将掀起新一轮价格战， 进而将

整个行业推向一个蛋糕日渐缩小的 “红海”。

不过， 多数参与讨论的嘉宾认为， 只要能通

过新设轻型营业部来开辟新的 “蓝海” 市

场， 同时对行业加强监管， 行业自身加强自

律， 佣金战即可避免。

银河证券副总裁齐亮表示， 避免轻型营

业部扩容后的价格战， 首先需要开辟一个新

的市场， 而非在原来的 “红海” 中继续挣

扎。 其次， 还需要改变目前自由市场的议价

模式， 证券行业需提出一个服务产品化的标

准。 此外， 证券行业需要加强行业自律和监

管层的监管同样重要。

长江证券副总裁董腊发则认为， 把证券

公司的佣金下降和网点的新设联系在一起，

本身就是一个误区。 银行的网点超过

20

万，

而证券行业的网点不到

5000

， 但证券行业的

价格战远超银行， 这本身就可以说明佣金战

和网点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但如果证券

行业不新增网点， 证券行业将永远无法与银

行分庭抗礼。

重在业务转型

“证券营业部的转型， 不仅是物理形

态、 布局的变化， 更关键的是证券业务的转

型。” 国信证券副总裁陈革称。

业内人士认为， 当营业部盈利能力走低

时， 一味降低成本地对营业部进行 “瘦身” 并

非唯一选择。 通过业务转型， 为投资者提供增

值服务以保有客户资源， 同时提升佣金或实现

直接收费仍是较佳选择。

参与讨论的多数嘉宾认为， 营业部轻型

化仅是表象， 其转型的核心是经营模式的转

型， 即从通道服务转向营销服务， 或者转向

理财服务。

齐亮表示， 轻型营业部并非唯一选择， 新

设营业部是否选择轻型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营

业部本身设在经济发达地区， 拥有比较庞大的

客户群体， 当然可以承受较高的成本， 同样能

够提供综合性服务， 从而打造一个综合竞争的

平台。 此时， 所考虑的首要因素并非成本的控

制， 而是经营范围的扩展和收入范围的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 越来越多的券商开始意识

到， 随着佣金费率的持续走低， 券商经纪业务

收入的比重持续走低， 其他业务线的收入占比

显著攀升。 在证券业收入多元化后， 经纪业务

20

年来积累的客户资源价值日益凸显。

董腊发表示， 目前行业内存在一个误区，

认为经纪业务对证券公司的唯一贡献是佣金收

入。 随着经纪业务佣金收入在证券公司总收入

占比持续下降， 证券公司对经纪业务的重视度

也在下降。 事实上， 券商投行业务、 直投业务

等业务与经纪业务密切相关， 经纪业务的客户

资源价值恰能在其他业务上得到体现。 从而实

现投行、 直投、 资管及研究业务与经纪业务的

互动， 既能创造价值， 又能提升营业部对客户

的服务水平。

需要股东支持

多数嘉宾认为， 业务转型是营业部转型的

核心和灵魂， 而非形式上的轻型化。 不过， 业

务转型同样面临多重障碍。

齐亮表示， 营业部业务转型可以分为两个

层次， 一个是由交易服务转型为综合性服务，

第二是交易服务转型为资产增值。 从交易服务

到综合服务， 即把证券营业部变成证券行业各

条业务线的综合经营平台， 不再是简单地收取

客户佣金， 而是成为投资银行业务的前端、 资

产管理业务的前端以及融资融券业务的前端

等。 但这将面临着公司层面上统筹资源、 梳理

流程、 改革制度等诸多障碍。

齐亮称， 由交易服务到资产增值的转型需

要跨越的障碍更大。 涉及到现有的法律环境和

公司内部股东对经纪业务的考核。 不仅现有的

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经营之间存在部分问题，

而董事会和股东对经纪业务的考核， 如果还是

经纪业务的市场占有率的话， 那么， 把交易服

务转移到资产增值， 以资产来收取费用， 对经

营层的考核则存在一定压力。 这就需要从行业

法规入手、 从公司战略发展入手、 从经营管理

方面入手， 因此障碍就会更多。

打造金融超市

是否拥有丰富的金融产品是券商营业部业

务转型成败的关键。 而将营业部打造成金融超

市， 可以改变营业部仅是 “炒股场所” 的不合

理定位， 还可以通过对客户资产进行合理配置，

以保有甚至开拓客户资源。

实际上， 越来越多的券商已经意识到营业

部客户资源对于投行业务、 资管业务、 直投业

务以及研究业务的重要意义。 通过财富管理业

务， 经纪业务则可借助各业务条线的资源， 为

客户提供全产品线的服务， 从而将营业部打造

成金融超市， 通过对客户的分类分级， 为客户

提供适当的产品。

国泰君安证券总裁助理黄灵谋认为， 目前

证券经纪业务转型的核心问题在于向投资者提

供投资建议和资产配置。 而在现金资产管理上，

券商比银行有更好的产品体系， 可以尝试从现

金资产管理角度切入， 然后慢慢转型， 再走向

成熟的财富管理。

而对于投资者分类分级， 证券业虽然在产

品设计与发行阶段均已参考客户的分类评级，

但仍处在初级阶段， 还不能做到精细化， 而且

还仅限于经纪业务客户， 此外参考的因素较少，

其科学性还经不起推敲。

董腊发表示， 证券公司成立之初既有的分

级分类， 比如大户和散户， 但现在客户的分类

分级已经过渡到对客户交易行为的分析， 主要

依据为投资行为和投资偏好等。 目前券商发行

的新产品均已参考投资者分级。

董腊发指出， 证券业目前的客户分级仅把

经纪业务的客户作为证券公司的客户进行分析，

其他业务模块的客户基本上没有纳入管理体系，

比如保荐人的保荐项目。 此外， 对客户分类评

级时， 仅参考资本规模、 佣金费率等基本因素，

与财富管理的要求相差甚远。

近年来证券行业经纪业务佣金费率走势

证券行业整体净利润水平下降

年轻投资者逐渐成为市场主要参与者

券商资本实力增强

贝恩咨询合伙人庄瑞豪

信达证券总裁助理张辉

国泰君安证券总裁助理黄灵谋

广发证券副总裁欧阳西

申银万国证券执行董事陈建民

中国银河证券副总裁齐亮

股市低资产量投资者比例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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