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公司借力第三方支付实现微信投保

继淘宝之后，微信已成为保险公

司等金融机构的热门营销平台，但实

现支付闭环则需要借助支付工具。 中

国人保财险日前宣布已对其微信公

众号“人保财险网络直销”进行全面

升级，并且接入第三方支付快钱公司

的支付功能，人保财险在微信上实现

了投保交易闭环。

今年以来，互联网金融持续发酵，

继淘宝网销保险之后，坐拥

4

亿用户

的微信也将成为保险公司的新营销平

台。 目前已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泰

康人寿、中国太保、中国平安等

20

余

家保险公司先后推出了官方认证微信

平台。

目前来看，许多险企的微信平台

上线之初只作为产品查询、展示以及

沟通平台，如何解决支付这个环节，则

是实现真正“微信投保”的关键。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此次人保

财险在微信投保接入了快钱的信用卡

无卡支付产品， 该产品覆盖国内主流

信用卡，客户只需要输入卡号、有效期

等信息即可完成支付。 （蔡恺）

二

A5

Institution

机构

主编：郭峰 编辑：李桂芳 2013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三

Tel

：

(0755)83554006

昨日有媒体称高善文、程定华已向安信证券提出辞呈

再次“被出走” 高善文微博否认离职

证券时报记者 游芸芸

高善文再一次“被出走”了。 继某

媒体报道其与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

师程定华已双双向安信证券递出辞呈

后，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昨

日在其认证微博上予以否认：“这条新

闻的内容完全不属实。 ”

安信证券相关人员对高、 程二人

离职传闻也予以否认， 并称上述媒体

报道没有根据， 目前安信研究所人员

稳定，工作秩序正常。

多次传出离职传闻

业界称高善文和程定华为安信证

券“二宝”：一位在宏观研究领域拥有

众多拥趸， 另一位的市场策略近年来

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 两人发表的

研究报告或言论均成为投资者掌握经

济和市场运行方向的风向标， 而其出

席的机构投资者交流会往往座无虚

席。多位基金经理表示，如果一年只听

一次宏观经济和策略报告， 必定选择

安信证券的场子。

高善文和程定华出走的传闻近年

来几乎从未间断。 在某媒体报道的本

次“安信二宝”出走的提法中，高善文

的下一个东家是工商银行， 程定华的

目标是私募。

在此之前， 向高善文抛出橄榄枝

的机构除了国内多家大型券商外，还

包括多家银行以及海外投行。 去年曾

传出高善文将出任高盛（亚洲）首席经

济学家，后经证实并无此事。

程定华作为目前资本市场的 “策

略第一人”，一直是各家大型券商意欲

争抢的对象。市场曾经传出中信、申万

等多家券商均有意高薪挖角， 部分公

司高管曾多次登门拜访， 并许下重金

只求程博士加盟。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近几年高

善文和程定华除了在公募基金、 私募

和券商领域声名远播之外，在保险、银

行的地位正不断攀升。 很多大型私募

基金、 保险人士会定期向高善文和程

定华请教， 以领略二人敏锐的经济观

察力和市场把握力。

今年初曾热炒的泽熙投资徐翔和

程定华的录音门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

还原了一些机构对程定华策略判断的

重视程度。

安信不会轻易让其离开

高、 程二人出走引出了市场对于

安信证券未来的一些猜测。 深圳某证

券公司副总裁称， 高善文和程定华若

离开将对安信证券研究甚至整体影响

力形成较大影响，“这二人是安信证券

品牌最重要的两张牌， 安信证券经营

层不会轻易让其离开”。

2003

年高善文加盟光大证券，

2007

年高、程二人加入安信证券，高

善文当时创下了行业研究人员数百

万元的高薪纪录。近几年他和程定华

的身价水涨船高，不少公司甚至不惜

砸下上千万高薪求其加盟。

不少市场人士认为， 高善文和程

定华出走传闻或许与安信证券股份变

化有所关联。 安信证券大股东投资者

保护基金退出的消息今年不绝于耳，

而传闻更倾向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成

为接盘者。

去年基金分仓排名行业前十的某

大型研究所所长表示， 安信证券公司

战略、研究所定位调整等多个因素，均

在高善文和程定华未来职业计划的考

虑范畴之内。

回归纯学术抑或参与投资

很多证券人士认为，高、程二人作

为国内卖方研究的代表人物， 一直饱

受卖方研究畸形发展之苦。 本次传闻

不过是卖方研究长久弊端的一次阶段

性爆发。

事实证明， 高善文对国内卖方研

究的厌倦之心早已表露无遗。

高善文是为数不多对卖方分析师

进行过系统公开论述的证券人士。 他

在“卖方研究探讨系列”中对卖方分析

师的定位、研究路径、生存状态、终极

价值均给予了深刻剖析。 对于宏观经

济判断的定位， 高善文曾自嘲：“相对

于客户对

6~12

月趋势的关注需求，

我们集中精力讨论未来

8~10

年的中

期趋势，文不对题。 ”

在很多同行眼中， 高善文是一个

清高的学者。

“高善文曾用‘贵妇、主妇、荡妇’

三种女性来比喻卖方分析师的定位，

显然他本人的定位是贵妇，即‘要有深

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观点， 给人以思考

的乐趣和启发’。但很多投资者却希望

分析师做荡妇，高善文对此感叹道，世

风所向，如之奈何？ ”光大证券资管一

位投资经理回顾说。

在此背景下， 高善文离开卖方

分析师岗位似乎只是迟早的事，市

场人士亦对他和程定华的下一站更

感兴趣。

“他们属于证券行业炙手可热的

研究明星，不愁找不到理想下家，关键

因素在于他们未来身份的再定位，究

竟是继续从事卖方研究， 还是走向纯

研究抑或投资。”国信证券一位研究人

士称。

一位长期跟踪银行的研究人士表

示， 银行系统的薪酬无法与证券行业

相比， 高善文今后选择银行或者回归

体制内的冲动多数源于对研究本源的

回归，“多年疲于奔命的卖方生活，再

结合他当前的人生阶段， 回归纯研究

可能性较大”。

另一种较大可能是加盟海外投

行， 海外投行的客户相对更加偏重于

分析师的逻辑和观点， 这一点符合高

善文所追求的目标。

对于精于市场策略的程定华，受

访的市场人士均表示， 其今后选择转

向投资机构的可能性极大。

晋升为资管投资主办人是券商投顾的理想职业规划

两万投顾抢千个主办岗位 多数无奈转销售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25

名投顾仅有

1

名可能晋升为

投资主办人，用“理想很丰满，现实太

骨感” 来形容券商投顾的心态再恰当

不过。 投顾职业的发展如同千军万马

争过独木桥，理想前景很难实现，倒逼

半数投顾变相从事销售。

投顾与主办比例为25：1

� � � �面对券商对投顾晋升为投资主办

人的严苛选拔， 投顾们的感受颇为相

似———太难了。

从投顾职业发展规划来看， 每位

券商投顾梦寐以求的职业空间， 莫过

于单独运用一笔资金， 凭借自身研判

进行投资，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券商

投顾升格至资管投资主办人， 正是前

述规划的实现路径。

“就是奔着投资主办人目标来的，

不然早跳槽走人了。”某国字头上市券

商投顾林生说。 而令林生倍感苦恼的

是，该公司资管计划产品数量并不多，

规模也不大， 公司内部投顾转资管投

资主办人要排资论辈， 并非按照单纯

的业绩考核和客户认可程度。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数据统

计， 目前

113

家证券公司注册在案的

投资顾问人数为

25171

人， 而同期注

册在案的投资主办人仅

1004

人，两者

比例约为

25∶1

。这就意味着，当下的投

顾队伍中，

25

位投顾仅有

1

位有望晋

升为投资主办人。

与此同时， 各家券商投顾队伍规

模和投资主办人规模的不同， 也决定

着投顾的晋升概率。按照中证协数据，

参照券商投顾与投资主办人的比例，

投顾晋升投资主办人最难的为海通证

券， 该公司目前投顾与投资主办人的

比例高达

68∶1

； 紧随其后的两家分别

为银河证券和兴业证券， 投顾与投资

主办人比例分别为

65∶1

和

61∶1

。

“有些投顾即使升格为投资主办人，

但没有可管理的产品也仅是虚职。 ”宏源

证券深圳一位不愿具名的投顾表示。

据

Wind

资讯统计显示， 截至目

前， 处于存续期的券商资管产品数量

为

1743

只，按照当前券商通常的一只

产品配备

2

名投资主办人来计， 不考

虑

1

人管理多只产品， 券商资管参与

资管产品投资的投资主办人约

872

人。这也意味着，上述在中证协注册的

1004

名投资主办人中，至少有

132

人

处于有职没岗状态。

过半投顾被迫转销售

在西南证券的一位投顾看来，进入

投顾领域之初，每位投顾都有着自己的

职业规划，而先做投资主办人，再转公

募或私募，是投顾们眼中的理想状态。

“资管投资主办人对投顾而言，是

非常好的练手机会， 尤其是对之前从

事理论研判的投顾而言。 ”已经从券商

跳槽至第三理财公司的投顾李鑫说，

券商资管监管非常严格， 适合刚介入

投资领域的新手。

不过据证券时报记者调查， 除投

顾可晋升投资主办人外， 研究员或普

通证券从业人员也可直接晋升投资主

办人， 有些券商还会外聘第三方人员

直接出任投资主办人。

“至少过半投顾每天从事的就是

销售工作。 ”西南证券杨姓投顾说，对

投顾而言， 很难面对晋升投资主办人

失败的结果， 但出于业绩考核和生活

压力，又不得不去从事销售工作。

彭春霞/制图

江苏股权交易中心启动

高新技术企业最受益，已挂牌企业达22家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江苏省区域

性股权交易市场———江苏股权交易中

心

24

日在南京正式启动，该中心由华

泰证券等

5

家券商发起成立。当日，大

宏股份、

LGD

轴承等

22

家企业已在

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成功挂牌， 当日该

中心还与近

30

家会员单位签署了合

作协议。

据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展翔

介绍，该中心将为江苏中小微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开辟新型全方位的融资渠

道，有效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更好地

服务地方实体经济。

据悉， 为实现更好服务地方实体

经济的目标， 作为经江苏省人民政府

授权批准设立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

场， 江苏股权交易中心将主要为非上

市公司提供股权、 债权等金融产品的

登记、托管、挂牌、交易、结算、过户和

定向增资等其他金融增值服务。

该中心还将通过市场孵化和筛选为

沪深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输送优质、成

熟的上市后备企业， 成为高级资本市场

后备资源的培育基地和快捷通道。

“现在沪、 深两个交易所只有

2500

多家上市公司，即便成熟市场上

市公司也就

5000

多家，这对庞大的中

小企业群体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展翔

介绍说，江苏有大量企业处于成长期，

尤其是科技型、创业型成长企业，规模

较小，抗风险能力弱，暂时难以被交易

所市场投资者认可， 这些企业迫切需

要股权转让融资、资产评估等服务，江

苏股权交易中心的成立是江苏经济转

型升级发展的必然要求。

业内人士评价说， 江苏是经济大

省， 具有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和活跃

的民间资本， 单纯依靠传统的金融服

务模式已难以全面满足广大中小企业

融资和民间资本投资的需求。 江苏股

权交易中心的成立为企业提供了市场

化交易平台， 有效解决了社会投融资

需求， 同时为企业股权流转提供公允

的市场价格发现机制和流动性， 解决

了企业股权定价和质押变现的难题，

使得非上市企业股权质押融资更加可

行，从而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

作为在中心首批挂牌的企业，江

苏李国栋轴承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更

有发言权。 该公司董事长李国栋告诉

记者，高新技术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固

定资产少、融资渠道窄，科技成果转化

往往受制于资金瓶颈， 江苏股权交易

中心这个市场化的交易平台， 可以很

好帮助公司解决融资难、 融资成本高

的问题。

李国栋告诉记者， 通过在该中心

挂牌， 不但可以帮助公司实现股权的

增值流动，并通过股权、债权融资等多

种金融服务解决公司融资难的问题，

还能引进各类投资者， 助力企业发展

壮大。

民生银行董事刘永好

否认减持股份

民生银行今日公告称， 近日有媒

体称民生银行董事刘永好近期出售了

该公司

A

股股票，称“刘永好连续减

持民生银行

A

股股票”、“刘永好对民

生银行减持欲望增强”。 对此，民生银

行已向刘永好查询，书面回函明确表

示，截至本公告日，刘永好董事控制的

民生银行股东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和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均未出售民生

银行

A

股股份。 （张欣然）

中信证券持有华夏基金股权

提升至59%

中信证券今日公告称，根据证监

会关于核准华夏基金变更股权的批

复，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9

月

24

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该公

司受让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所持华夏基金

10%

股权工作已

顺利完成。 至此，中信证券持有华夏

基金的股权比例已由

49%

提升至

59%

，并已将华夏基金纳入财务报表

合并范围。 （张欣然）

锦江股份及一致行动人

减持长江证券3205万股

长江证券今日公告称， 该公司收

到股东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出售公司部分股份的函， 锦江

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锦江国际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自上次披露股改限售

股份减持公告 （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2013

年

9

月

24

日， 通过二级市场减

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205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35%

。

（张欣然）

太平洋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获批

太平洋证券公告称，该公司

近日先后收到上交所《关于确认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权限的通

知》和深交所《关于同意太平洋

证券开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权限的通知》。根据上述通知，太

平洋证券已获批开通股票质押

式回购业务交易权限，可开展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期业

务规模为

20

亿元。

太平洋称， 公司将严格按

照交易所等相关部门的规定，

合规、 有序地开展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 （张欣然）

我司于

1999

年

3

月

16

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

注册成立，工商登记注册号：

440000000004242

，原名称为广东

百灵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百灵信），原经营范围

含“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广东百灵信

曾持有编号为

ZX0143

的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许可证》。

2011

年

12

月广东百灵信原股东将其持有股权全部转让， 并更

名为广东国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3

年

7

月

29

日发布的《证监会公

告〔

2013

〕

31

号》，广东百灵信未通过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2012

年

度年检，已不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二、广东百灵信持有的编号为

ZX0143

的《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资格许可证》已遗失，股权变更后我公司经营范围已不含证

券投资咨询业务，也未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三、 我公司承诺对广东百灵信原持有的编号为

ZX0143

的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许可证》遗失后续相关事项负责，并承

诺在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情况下决不从事证券投

资咨询业务。

特此公告。

广东国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9月 25日

广东国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遗失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