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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粤一隅到神州大地 万和证券15年迈向一流券商

———写在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诞生十五周年之际

说到深圳的券商， 几乎很少有人

会第一反应提起万和证券。 可即便这

样，万和证券却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

脚踏实地打下一个个夯实牢靠的根

基，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刚满

15

岁的万和证券，正迎来快速成长期。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2016

年，

受到市场量价齐跌及监管趋严的影

响，大部分券商都在为净利润“

50%

及

格线” 做努力，

27

家上市券商中拿到

及格分的也不到

10

家。

而万和证券凭借自身努力， 公司

净收入、 净利润同比降幅都分别低于

行业平均降幅， 其中净收入同比仅下

降

12%

，净利润同比下降

36.5%

。

区域小券商初长成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

一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这句话，恰如

其分地诠释了万和证券发展历程，

15

年前， 万和证券沐浴着中国证券资本

市场发展的春风， 承载着助力金融行

业发展的使命， 在中国最南端的特

区———海南特区注册成立。

15

年后，

万和证券从单一的经纪类券商已发展

成为业务全牌照、网点全覆盖、全产业

链的综合类券商，注册资本金从

1.253

亿元发展到目前

15.6

亿元。

2002

年

1

月

18

日， 万和证券经

中国证监会批准， 由原深圳市深财证

券业务部、 成都财盛证券公司和海口

财政证券公司三家财政国债中介机构

重组设立而成。 从

8

家营业部的区域

性小券商，成长为如今拥有

43

家分支

机构的综合类券商。 这速度比起同业

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家小

券商来说，却是未来做大做强的动力。

据了解， 万和证券目前注册资本

15.6

亿元，拥有七位股东，其中深圳市

国资合计持股比例为

74.61%

。他们分

别是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市鲲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深业集团

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深圳远致富海十号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海口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5

年来，万和证券由原来资本规

模较小、业务较为单一的经纪类券商，

发展成为目前一家拥有业务全牌照、

经营实力不断增强的全国性综合类券

商，资本实力大幅增长，总资产比成立

之 初 增 长

1800%

， 净 资 产 增 长

1240%

，净资本增长

1810%

。

分支机构由原来的

8

家增加到

43

家，分布于全国约

19

个省份，初步

形成了覆盖全国主要省份（直辖市）的

业务布局， 经纪业务市场占有率较

2014

年翻了一番。 拓展了固定收益、

融资融券、 资产管理、 证券保荐与承

销、代销金融产品等新型业务，形成了

“传统业务与新型业务并重”的发展格

局， 目前新型业务的营业收入占比已

达

70%

、利润占比已达

55%

，已超越

传统经纪业务，成为公司主要的收入、

利润来源。

也正是得益于新型业务的快速

发展，万和证券营业收入、净利润高

速增长。 在

124

家券商中，

2015

年公

司营业收入增长率排名第

13

、净利润

增长率排名第

14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势头。

万和证券迈上新台阶

近两年来， 万和证券迎来了快速

发展期，无论是资本实力、业务范围、

收入结构，还是网点建设、队伍建设、

盈利能力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

跃至了一个新台阶。

2014

年，万和证券迎来了新的历

史发展机遇。据了解，这期间万和证券

控股股东远致公司， 两次对万和证券

进行增资累计共

12.4

亿元，大幅提高

了万和证券的资本实力， 并为万和证

券拉开了二次创业的序幕。 目前万和

证券总资产

69

亿元、净资产

16

亿元、

净资本

15

亿元， 与

2014

年增资前相

比， 总资产增长

685%

、 净资产增长

788%

、净资本增长

1003%

、注册资本

增加

730%

。 据了解，目前远致公司牵

头对万和证券第三次增资

15

亿元，此

次增资完成后， 万和证券净资本将增

加到

30

亿左右。

2015

年，万和证券开始积极申请各

类业务资格，拓展业务范围。 目前，万和

证券拥有证券类业务全牌照， 包括证券

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融资融

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资产管理、

证券承销与保荐、代销金融产品、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新

三板主办券商、交易商、做市商等，成为

牌照齐全的综合类券商。

近两年来， 万和证券在做好传统经

纪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固定收益、融资

融券、资产管理、证券保荐与承销、代销

金融产品等新型业务，形成了“传统业务

与新型业务并重”的发展格局。

2016

年

前三季度， 新型业务的营业收入占比已

达

72%

、利润占比已达

80%

，已超越传

统经纪业务，成为公司的主要收入、利润

来源，收入结构得到极大的优化，彻底改

变了收入、 利润长期以来依赖单一经纪

业务的局面。

不仅如此，万和证券从

2015

年开始

积极进行网点布局， 抓住时机抢占市场

份额， 目前公司分支机构已达

43

家，覆

盖深圳、海南、四川、广东、北京、湖北、湖

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甘肃、辽宁、

云南、福建、上海、河北、河南、重庆等全

国

19

个省（直辖市）、

26

个城市，初步形

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地域覆盖广、 布局

合理的业务格局。

随后万和证券积极采取市场化、阳

光化手段，进一步完善了公开、透明的高

管人才选聘机制， 通过面向市场引进了

极具经营、管理经验的优秀人才，以市场

化机制充实完善了公司高管团队。 为满

足公司跨越式发展，万和证券多措并举，

通过探索人才引进新模式进一步构建了

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资管、 投行、经

纪、营销和投资顾问等业务团队，有力地

提升公司业绩和开拓业务能力。此外，万

和证券进一步持续规范和改善公司干部

队伍，完善人才引进、保留、培训、考核和

激励机制， 重点着力于绩效考核体系优

化、人才招聘、机构建设等工作。

不断的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万和

证券在近两年不断坚持开拓创新、 合规

稳健的经营风格，走专业化、特色化、市

场化经营道路下，盈利能力、创收能力大

幅提高。

2014

年， 万和证券净利润大幅增

长， 在

124

家券商中增长率排名第二。

2015

年，万和证券抓住市场机遇，经营

业绩大幅提升， 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

经营业绩，在

124

家券商中，公司营业收

入增长率排名第

13

、净利润增长率排名

第

14

。 而这一切，也离不开万和证券这

两年在信息系统和合规风控能力方面的

不断完善。

展望未来新篇章

近两年， 万和证券除了各项业务迎

来快速发展外，还完成了股份改造。

2016

年

7

月

21

日， 万和证券股份制改造完

成， 股份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万和证券在

资本市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对万和证

券未来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既是

万和证券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台阶， 也是

公司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新起点意味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

探索业务协同新模式， 万和证券进一步

加强与外部机构的合作， 先后与雅安市

政府、深圳高新投集团、富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地方政府和外部优势企业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深化合作， 建立互利共

赢、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构建合作与发

展的新格局。 万和证券还将加强与外部

机构的深度协同合作， 充分发挥各自领

域的优势资源，通过资本市场运作手段，

更好地满足创新型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

金融服务需求，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

用， 提升对深圳市属国资系统的资本服

务能力。

十五年来万和证券所取得的这些成

绩使人们见证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万和团队，一个善于变革创新、知行合一

的万和团队， 一个在金融市场里砥砺奋

进、默默奉献的万和团队。而促进万和团

队创新发展、 追求卓越梦想的正是万和

证券别具一格的企业文化。

万和证券自创立伊始就非常重视企

业文化建设， 公司优化了

LOGO

和

VI

系统，积极建设和宣导“万众瞩目 和行

天下” 的企业文化， 不断增强员工归属

感。公司以“创新发展，追求卓越，创一流

品牌；共同成长，以和为贵，聚八方财源”

的企业价值观统一员工思想， 建立蓬勃

向上、积极进取的企业文化精神，使得员

工深刻认识到万和倡导的文化内核，增

强了团队凝聚力。公司创办内刊《万和》，

使之成为员工交流的有效平台， 同时建

立和完善各项制度，激发员工锐意进取，

干事创业的热情。

历经十五年的市场磨砺，万和证券

凭借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规范、诚信、

稳健的公司治理和优异的经营业绩，得

到了政府、市场、同行业、广大投资者和

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展望未来，厚积薄

发的万和证券将以创新业务创优势，重

点拓展金融产品创新载体的资管业务，

以投行业务树品牌，以经纪业务、资本中

介业务和投资业务为基础；做大做强资

产管理业务， 做精做深投资银行业务，

做专做优资本投资业务，做优做实大经

纪业务。 各项业务有序推进，全面协同，

厉行互联网思维， 创新商业及运营模

式。 通过新设网点、设立基金公司及专

业子公司以及收购兼并等实现超常规

发展。

十五年只是历史长河的弹指一瞬，

今天的万和证券正站在二次创业的新起

点，在深圳市国资委以及各大股东、广大

投资者的大力支持下， 万和证券稳扎稳

打、步步为营，以创新型中小企业及中高

净值客户为重点目标， 打造专注客户需

求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向一流券商的

目标不断前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新的征程，万

和证券将进一步增强紧迫感、 责任感和

使命感，树立艰苦创业和改革创新精神，

克服一切困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乘势

而上，加快公司发展步伐，努力创造让股

东满意，让客户满意，让员工满意，让社

会满意的经营业绩， 谱写出更加绚丽辉

煌的新篇章。 （CIS）

中石化4.07亿购入

九州证券10.98%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赵春燕

九州证券的增资计划终于浮出

水面。公开信息显示，央企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近期入股九州证券，

投资金额

4.07

亿元，共计购入九州

证券

3.7

亿股，占股

10.98%

，为九

州证券第二大股东。据了解，中石化

首期买入价格

1.1

元

/

股，且中石化

未来还将根据九州证券发展资金需

求进一步增资。

九州证券相关人士表示， 中国

石化的战略入股将会进一步完善九

州证券公司治理结构， 促使九州证

券在规范管理和灵活运营方面的进

一步有机结合。

昨日， 青海证监局发布的批复

信息显示， 核准九州证券变更注册

资本， 注册资本由

30

亿元变更为

33.7

亿元。 本次九州证券变更注册

资本中， 中石化持股由零跃升至

10.98%

，位居第二大股东。

按照中石化本次

4.07

亿元购

入九州证券

3.7

亿股估算， 九州证

券目前估值约为

37

亿元。 另外，随

着后期增资金额的逐步到位， 九州

证券未来估值或将逐步提升。

据了解，九州证券是九鼎集团

控股的综合类券商，以投资银行业

务为龙头，固定收益、资产管理、证

券经纪、 证券交易等其他业务同步

发展，构建了具有竞争力的全业务

链体系。 在此次增资之前，在新三

板挂牌的九鼎集团直接持有九州证

券

96.34%

的股权 （

2016

年半年报

数据）。

九州证券前身为天源证券，

2015

年初，九鼎集团对天源证券增

资扩股，成为其控股股东，同年

4

月

1

日， 天源证券有限公司更名为九

州证券有限公司。 九州证券在成立

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成为了全牌照

券商。 而中石化作为拥有万亿总资

产的特大能源央企， 已被人们所熟

知， 目前金融业务已触及证券、保

险、金融租赁和支付等多个领域。

九州证券的增资会投向哪里？

答案或许是直投业务， 也即九州证

券的股权投资业务。

券商直接投资业务属于私募股

权投资范畴。区别于传统券商，九州

证券高度重视股权投资。 九州证券

相关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实

施增资扩股后， 资金实力进一步增

强， 首先将通过旗下投资子公司大

力发展直接投资服务实体经济的股

权投资业务。

九州证券相关人士表示， 此番

战略合作， 是九州证券和中国石化

深入贯彻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 切实落实扶持实体经济举措的

重要契机。 作为中国石化战略参股

子公司， 九州证券也将发挥自身在

金融领域相关专业优势， 为中国石

化“产融结合”战略进行全方位的对

接和服务。

外资准入限制将被放开 合资券商迎来新机遇

目前，境内7家合资券商牌照受限、缺乏控制权，经营业绩指标行业排名普遍居后

证券时报记者 吴海燕 罗晓霞

昨日， 国务院发文要求放宽多领

域外资准入限制，“服务业重点放宽银

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

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消息人士

透露，这意味着，距离“瑞银集团增持

瑞银证券股份至

49%

规定上限”的靴

子落地不远了。

回溯至

2012

年，中国将金融业外

资持股比例上限从

33%

提高到了

49%

， 近

5

年内没有外资能够提高持

股。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境内

7

家

合资券商遭遇严苛的牌照管理、 缺乏

控制权等因素，掣肘业务发展，经营业

绩指标普遍居后。

在“夹缝中求生”的这

7

家合资券

商中，瑞银证券持续领跑合资券商，中

德证券投行业绩则连年位居榜首，东

方花旗证券营收、净利排名增速最快。

7家合资券商“排位赛”

近年来， 中资投行规模日益壮

大，

7

家合资券商受单一牌照限制、没

有控股权等掣肘，整体经营业绩排名

靠后。

作为国内首家外资入股的全牌照

证券公司，目前瑞银证券经营业绩“领

跑”其他

6

家合资券商。

净利润指标上， 东方花旗证券排

名上升速度最快，堪称“黑马”，主要归

功于其投行项目收入飙升。数据显示，

东方花旗

2016

年主承销金额总计

184.67

亿元，而在

2015

年，这个数字

仅是

50.91

亿元，一年之内，投行业绩

增长了近

3

倍。

净资产指标上，截至去年

6

月底，

4

家合资券商超过

10

亿元，其中瑞银

证券达

19.16

亿元，位居第一。

总资产指标方面，

2016

年上半

年，高盛高华证券以

30.71

亿元居首，

首次超过瑞银证券。

净资本指标上，截至去年

6

月底，

仅高盛高华净资本超过

20

亿元，瑞银

证券和中德证券净资本居于第二、三

位，分别是

15.83

亿元、

11.09

亿元。

中德证券领跑投行业务

相比中资证券公司， 合资券商一

直是“小众”群体。去年

11

月

11

日，财

政部重申， 中方将逐步提高符合条件

的外资金融机构参股证券公司的持股

比例上限，但未给出具体时期。

市场人士分析称， 国务院昨日发

布的通知意味着外资准入限制将逐渐

被放开，这一小众群体将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

事实上，现阶段除了瑞银证券、高盛

高华证券是全牌照， 其他

5

家合资券商

均只有投行业务牌照。记者梳理

2016

年

全年和

2015

年全年合资券商承销金额

发现，由山西证券持股比例

66.7%

、德意

志银行持股比例

33.3%

的中德证券投行

业绩持续领跑其他合资券商。

对比

2015

年和

2016

年承销金额，

中德证券稳居前列，

2016

年承销总金额

增长超一倍， 其中定增项目拿下承销金

额

497.21

亿元，占比超八成。

资料显示，中德证券经营范围包括

股票

(

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

)

和债券

(

政

府债券、公司债券

)

的承销与保荐。“

2017

年重点发力

IPO

再融资和并购重组业

务。 ” 中德证券内部权威人士向记者

透露。

对于遥遥领先于其他合资券商的原

因， 上述人士表示，“中德证券比较早确

立适合合资券商发展的精品券商道路、

比较准确且具有前瞻性地把握行业发展

机遇，借鉴国际投行先进的内控经验，建

立起全流程的质量控制与内控体系。 ”

此外， 一家北方合资券商高管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去杠杆化和消

费升级将给整个资本市场带来巨大业

务机遇。 ”

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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