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券商放弃价格战 私募交易佣金恢复至万三

私募对券商的服务要求逐渐增多，对佣金率的敏感度在降低

证券时报记者 王玉玲

见习记者 许孝如

“今年券商经纪业务特别茫然，佣

金率这么低， 去年很多老券商还硬扛

着，今年心理上都崩溃了，扛不住了。”

上海一家中小券商经纪业务部负责人

对证券时报记者感叹。

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数据显示，

去年行业平均佣金率继续下滑， 全年

平均为万分之

4.03

，相较

2015

年万分

之

4.97

，同比下降

18.9%

。

中信证券非银研究团队的深度

报告与中证协的统计略有不同。 该

团队的统计数据大致是：

2016

年末

的行业平均佣金率已低至万分之

3.77

。 实际上，股基交易量前十大券

商的平均佣金率，

2016

年末已到了

万分之

3.85

， 今年一季度还持续下

滑至万分之

3.65

， 下降幅度大于行

业平均水平。

不过，证券时报记者近日发现，在

行业价格战硝烟弥漫的同时， 部分券

商的机构业务佣金率却有回升之势。

上述经纪业务负责人谈及对私募基金

的交易佣金率时表示：“之前一些券商

营业部总经理动辄报价万一万二，但

今年还是以万三为主。 ”

部分券商恢复至万三

券商营业部破万家的背景下，同

质化竞争格局仍未被打破， 无论是对

散户还是机构客户的佣金率都在不断

下行。 此前甚至有券商给私募客户按

年承包佣金的情况。 近几年的私募基

金交易佣金率， 曾一度从最高时的万

八逐渐降到了万三以下。

不过记者发现， 今年以来券商私

募交易佣金率略有回升， 万一万二的

报价已在少数。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

多家券商、私募负责人都表示，目前的

交易佣金率一般在万分之三。

“这两年券商之间的佣金战打得

非常激烈， 去年年底有券商甚至报出

了万分之一点二的佣金率。 但目前以

万分之二和万分之三的佣金率居多。”

厦门一家私募负责人表示，“华泰证券

给出的佣金率一般是市场最低的，在

万二左右。 ”

这家厦门私募的负责人还表示，

其

A

股的交易佣金是万分之二，港股

的交易佣金为万分之三。

大岩资本相关负责人表示，券商

代销某个产品时可能会提高到万五

以上。

服务成为新竞争力

记者了解到， 原本万一万二的佣金率

已接近成本线。 随着私募的需求越来越多，

再给出这样的低佣金率，券商很难盈利。

前述上海一家中小券商经纪业务负

责人告诉记者：“以前券商不计成本打价

格战，实际上没把账算清楚。

PB

综合成

本很高的， 一个交易系统就要

500

万左

右。随着机构的需求越来越多，比如做量

化策略的，需要和券商系统对接，还要开

发，配服务器，万二以下的佣金率基本都

是亏钱的。 ”

南方一家大型券商机构业务负责人

表示， 随着佣金率走低到万二万三的水

平，私募对于佣金率的敏感度在降低，对

券商的服务要求在增多。 券商能提供什

么样的投研服务、 销售服务和一系列的

PB

服务，决定了其对价格的话语权。

“如果是纯通道业务不需要什么服务，

交易量又大，万二的佣金率可以给。这部分

竞争还是激烈的，佣金率在往下走。但是如

果需要我们提供很多服务， 一般很难给到

万三以下。 ”上述机构业务负责人说。

深圳一家大型券商营业部总经理也

对记者表示，近期来谈的机构客户里，要

求谈价格的越来越少，更多是谈服务。

一家深圳的私募负责人举例， 券商

能否提供例如代销、 清算托管、 两融业

务、交易平台、资本引介、种子基金等一

系列服务， 成为私募选择券商的重要考

量标准。“私募会更多地考虑能否与托管

券商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

不过， 在全国营业部数量破万家的

背景下， 对于客户资源的抢夺仍然非常

激烈。 各家营业部的策略和考核指标不

同，也影响着营业部总经理的报价。 “仅

算交易所规费， 券商的成本基本接近万

一。在此之上，一些营业部可以不赚钱赚

交易量，还是给出较低的报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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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APP评选 53位专家评委亮相

证券时报记者 赵春燕

自 “券商中国·

2017

优秀证券

公司

APP

评选” 活动开启以来，券

商中国向众多券商高管、 互联网公

司及部分第三方机构发出了专家评

委邀请。 截至目前，共有

53

位专家

评委组成的 “券商中国·

2017

优秀

证券公司

APP

评选”评委团已强势

登场。

近期， 由主办方制作的专家评

委打分表将会通过互联网方式递送

到

53

位专家评委手中。 届时，这些

评委将会为各参评公司打出他们专

业而客观的分数， 对各奖项候选者

投下评委们神圣的一票。

评委团两部分构成

为了对证券公司

APP

给予专

业、客观的评价，券商中国邀请并组

建了阵容强大的评委专家团， 具体

如下： 一是证券公司分管互联网金

融业务或经纪业务的副总裁及以上

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二是证券行

业外但与券商互联网业务有密切关

系的第三方公司及互联网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专家评委团中，有

47

位是来自

证券公司主管互联网金融业务或经

纪业务的高管， 其中包括世纪证券

董事长姜昧军、 国海证券总裁项春

生和华宝证券总裁刘加海等中小型

券商的高管，还有来自国泰君安、海

通证券、国信证券、中国银河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等大型券商高管。

而在外部专家评委团的组建方

面，主办方认为，外部专家评委可以

从业务影响力、 产品体验等方面给

予公正、专业的评价。 基于此，主办

方在仔细遴选的基础上组建了外部

专家评委团。阵容同样强大，既包括

百度副总裁张旭阳、 京东金融副总

裁姚乃胜这类知名度颇高的大型互

联网公司高管， 又包含易观总裁刘

怡、同花顺副总裁朱志峰、凡泰极客

联合创始人梁启鸿和思迪科技创始

人晋晓东等第三方数据公司高管。

64家申报264个奖项

自评选活动开展以来， 主办方

共收到了来自

64

家券商申报的

264

个奖项。 近期，由主办方制作的

专家评委打分表将会寄到

53

位专

家评委手中，他们将从业务影响力、

产品体验、风控水平、大众声誉、勤

勉尽责等方面， 为参报综合奖和单

项奖的证券公司

APP

进行投票。

APP

是券商与投资者间关联度

最高的渠道，如何在功能设计、安全

与便捷、个性化设计上，更全面满足

投资者需求， 并保证投资者最大限

度地了解产品和服务， 将投资者保

护落到最实处， 这是券商中国推出

本次

APP

评选的出发点。

作为《证券时报》下设的官方

微信号，券商中国一直高度关注金

融科技在券商行业的应用。 《证券

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券商中国以此为契

机，推出首届券商

APP

评选，我们

将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持续跟踪券商在金融科技领域的

创新与发展，并发掘一批行业内的

标杆

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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