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万宏源证券：打造“有信仰、敢担当”的一流国有金融企业

申万宏源证券

三十年风起云涌、市场变幻，申万宏源证券

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浪潮中蹄疾步稳、 勇毅

笃行，留下了一段段创新开拓、融合发展的历史

佳话。

三十多年来， 申万宏源证券始终把企业和

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践行金融报国，

累计为政府和企业筹集资金近万亿元， 累计为

700

余家企业提供了股权、债券等融资服务，累

计推进近

800

家中小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为实

体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十多年来， 申万宏源证券走过的每一个

阶段，都深深契合中国时代发展的步伐，公司始

终坚持合规稳健经营，无论是

1995

年的国债风

暴，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是

2015

年股市

巨幅波动……申万宏源人都淡定从容、 沉着应

对， 在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下执守防风险

底线，锻造出持续坚韧的企业生命力，逐渐发展

成为一家业务体系完备、风险可控、多元化发展

的全牌照大型综合金融服务商。

筚路蓝缕，三十载风雨兼程

2015

年

1

月

26

日， 随着深交所上市钟声

的敲响， 原申银万国证券与原宏源证券圆满完

成了当时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最大的市场化并购

案，合并重组设立了申万宏源集团公司（股票代

码：

000166

）和申万宏源证券公司。 这是申万宏

源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使其成为中

央汇金公司重要的上市资本市场业务平台，综

合实力、 业务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得到进一步

提升。

这家由合并重组形成的新公司前身曾经各

自拥有辉煌的历史， 伴随跌宕起伏的中国证券

市场戮力前行，不断发展壮大。原申银万国证券

是新中国资本市场的拓荒者， 创造了中国资本

市场无数个“第一”：

1984

年发行了新中国第一

只

A

股，

1986

年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

柜台，

1992

年主承销新中国第一个

B

股……扎

根于新疆的原宏源证券， 其前身新疆宏源信托

投资公司（“新宏信

A

”，股票代码：

0562

）早在

1994

年就于深交所上市，不仅是新疆第一家上

市公司， 更是新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家上市证券

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与宏源证券的重组整合没有

任何先例可循， 从

2013

年

10

月宏源证券停牌

到

2015

年

1

月申万宏源集团上市，经历了

400

多个日日夜夜，不仅破解了两家公司业务资质、

业务、制度、系统、机构、机制、人员、薪酬八大整

合难题，而且实现了

500

多万客户、

2

万多亿元

客户资产、

1.3

万名员工队伍的平稳过渡。 重组

后新公司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综合实力跻身行

业第一梯队， 净资产收益率等关键盈利能力指

标位居行业前列， 资本补充机制的健全更使公

司具备了打造金融服务全产业链的基础条件。

申万宏源之所以被市场及各界视为“重组成

功”的经典案例，在于紧紧抓住重组契机，进行系

统而周密的改革准备、风控准备、队伍准备和文

化准备，在全面转型中打基础，在持续创新中上

台阶，在严守底线中强风控；锻造人心思进、各展

其能的人才队伍， 厚植凝心聚力的企业文化之

魂，从而持续发挥“

1+1>2

”的整合乘数效应。

创新开拓，深化业务转型

三十多年来， 创新基因深深根植于申万宏

源证券的发展之中。不论是

1984

年发行第一只

A

股、

1992

年主承销新中国第一张

B

种股票，

还是

1986

年建立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

1987

年编制全国第一个股票指数，申万宏源证

券始终把坚持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把转型作为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申万宏源证券是国内最早走国际化道路的

券商之一。 早在

1993

年，原上海万国证券就通

过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

这是中国大陆机构首次收购境外企业， 迈出了

国内券商走向国际的第一步。

1993

年，原申银

证券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

1996

年两公司合

并后， 香港分支机构也合并成立申银万国 （香

港）集团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HK.00218

）。 多年

来，申万香港积极帮助内地企业赴香港上市、收

购和融资， 为内地客户赴港投资提供专业的服

务，向当地及海外投资者大力推荐

H

股、红筹

及内地民营企业等中国概念股票， 逐渐在投资

者中树立起红筹国企专家的市场形象。

2003

年，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制

度下，公司作为境内经纪商完成了

QFII

投资中

国

A

股市场的第一单交易。截至目前，公司共代

理

QFII

客户

62

家，

RQFII

客户

17

家，

B

股境外

代理和机构客户

30

家，境外机构客户合计

109

家，代理家数和投资额度位居国内前列，

QFII

和

RQFII

账户数在中证协公布的排名中位列第

3

，

曾连续多年获评“中国最佳

QFII

服务团队”。 同

时， 作为最早在香港设立境外分支机构的中资

券商，公司还不断在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地设立分支机构，不断加快海外业务拓展步伐。

申万宏源还是全国新三板市场诞生的见证

者和同行者。 公司几乎包揽了新三板市场所有

创新业务的第一单， 形成了三板市场股票转主

板上市到从主板退市的闭环， 见证了这个新生

市场从诞生到不断壮大的成长历程。

2011

年，

为大力配合和支持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建

设，公司提供了成建制的人才队伍与智力支持，

为上海股交中心的筹备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申万宏源证券坚持围绕“以客户为

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着力打造“大

零售、大机构、大资管、大投行、大交易”五大业

务板块，不断深化业务转型，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和市场竞争力， 取得了扎实成效。 大零售板块

“以客户为中心”全面推进零售业务改革，构建

大零售业务体系，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场内场外

业务有机统一， 逐步推进经纪信用业务从业务

导向向客户导向转型、 从交易通道模式向财富

管理模式转型；大机构板块实施“平台化”战略，

着力打造“销售服务、产品服务和交易服务，加

上分支机构协同”的“

3+1

”中国财富嫁接全球

资管的共享平台， 实现机构业务从传统资本市

场向金融市场转型； 大资管板块实现从通道业

务向主动管理业务转型， 同时支持促进公司零

售业务、机构业务和投行业务转型；大投行板块

发挥集团公司、证券公司双层架构的优势，重塑

大投行运作体系、培育新的盈利模式；大投资交

易板块推进投资交易业务向绝对收益、 资产配

置收益转型。

同时，公司在上海、新疆和香港、新加坡等

重点区域进行全面业务布局， 充分利用区位优

势服务好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升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发挥在上海的区位和金融改革优势，

利用东部金融资源优势对接西部产业资源优势

实现东西协同； 发挥在新疆的区位和产业资源

的优势，前瞻投资新经济和优势产业；发挥在香

港的区位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便利， 大力发展跨

境财富和资产管理业务、跨境并购业务，实现内

外协同。

改革攻坚，壮大内生动力

从全球并购案例来看，能否通过并购后的

全面整合实现融合发展是并购成功与否的关

键所在。 申万宏源以重组整合为契机，从经营

理念、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管理机制等方面不

断深化改革创新，每年制定实施阶段性转型举

措，持续推进企业的业务转型、管理转型、文化

转型。

新公司 “以客户为中心” 进行组织结构再

造、业务流程再造，从以条线管理为主的模式向

条块结合的矩阵式管理模式转变，做强总部、做

实分公司、做活营业部。 总部推行大部制，整合

功能、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形成公司集约化经

营的强有力支撑； 总部业务部门引入事业部机

制，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分公司实施分类分级管

理， 发挥区位优势， 积极打造区域小型证券公

司，管辖营业部职能和自身经营职能并重。营业

部加快转型， 大力开发高净值客户， 实施多元

化、差异化发展。 同时，优化分支机构的全国网

络布局， 推进中心营业部建设和营业网点轻型

化，试点转型设立财富管理中心。三级管理模式

改变了公司过去相对比较传统的组织框架和经

营模式，为业务转型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申万宏源证券始终追求风险可控的发展，

致力于打造“全面、全员、全过程、全覆盖”的集

团化、穿透式的合规与风险管理体系，既有效抵御

了股市巨幅波动带来的冲击， 也保持了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公司连续八年在中国证监

会证券公司分类评级中获得

A

类

AA

级评级。

公司将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竞争优

势，通过实施“凝心聚力”工程，大力推进员工“融

心”、“融力”，努力构建公司统一的发展愿景、文化

体系，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制订共同的奋斗目

标和行动纲领， 充分调动和激发员工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不忘初心，践行国企担当

回顾国际一流投行的发展历程， 要打造百年

老店、书写辉煌，一定要有和国家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信仰和理念。 申万宏源牢

记自己是一家国有资本控股的公司， 抢抓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大机遇， 从战略上主动服务国

家经济发展的大格局，既聚焦业务发展、又关心国

家大局，既追求经营业绩、又承担社会责任，努力

在国家整体进步发展大环境中实现基业长青！

申万宏源证券顺应国家加大对外开放战略，持

续探索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途径和举措。 近

年来，紧跟中投公司在哈萨克斯坦“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布局， 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

AIFC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推动香港子公司申请注

册成为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

AIX

）远程会员，探索

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境外融资与跨境资本合作、海外投资和区域金融

服务；公司还将借助中投公司海外业务优势探索建

立海外并购基金，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

申万宏源证券既是上海改革开发、 创新发展

的受益者，同时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有影

响力科创中心建设的积极参与者。近年来，公司推

动了

126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累计

为

102

家上海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超百亿元； 同时

服务上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企业提供并购重

组服务， 在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市场体系进一

步完善、功能进一步发挥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

申万宏源证券还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扶

贫开发的决策部署，打好“组合拳”助力精准扶

贫，切实维护边疆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稳

定。 积极支持边疆经济发展，在新疆地区累计完

成

11

只债券主承销项目融资总额超过

100

亿

元， 完成了

9

家

IPO

项目，

10

家新三板挂牌推荐

和做市项目。

公司与甘肃省会宁县、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

县和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等

3

个国家级贫困县结

对帮扶， 是首批参与定点帮扶的证券公司中唯一

一家“一司多县”的企业；先后投入

2500

余万元为

贫困地区建立教学楼、设立助学基金、开展教师培

训等，公司

200

余名员工与会宁、施秉等贫困地区

学生“一对一”结对；连续选派

2

名优秀干部赴贵

州省黔东南州施秉县高碑村任第一书记， 该村

2015

、

2016

年连续两年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公司主

动担当的行为影响和带动了广大干部员工积极参

与开展“汇聚爱心、守护生命：白血病儿童爱心捐

献活动”等公益活动，打造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

公益活动品牌。

敦行致远，谋篇布局再出发

作为国有金融机构，申万宏源志存高远，在深

刻领会中央方针政策， 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总

体方向的同时， 围绕着国家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新兴产业发展等方向进一步制订了科学

清晰的发展战略，不断调整优化公司经营重点，努

力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全方位的优质金融服务。

早在

2014

年

7

月，在《宏源证券

-

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司报告书 （草

案）》中，就首次提出了新公司的总体战略目标。 近

些年， 公司转型发展战略逐步优化调整， 提出了

“成为以资本市场为依托， 以证券业务为核心，以

‘投资

+

投行’为特色的金融服务商”的申万宏源总

体发展目标，在统一的总体战略下全面发挥协同

效应，通过实施“多元发展、平台驱动、国际布局”

三大战略路径，打造“投资

+

投行”的业务发展模

式。 集团公司明确了“做实集团，全力支持证券业

务发展，成为布局完善、能力突出的投资控股集

团”的战略目标，通过融资布局、投资布局、多元

金融布局，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中央汇金公司重

要的上市资本市场业务平台。 证券公司明确了

“做强证券———争先进位，积极转型，成为具有系

统重要性的现代投资银行”的战略目标，服务体

系由以业务牌照为中心向以客户综合服务为中

心转型；业务体系从通道模式向“产品

+

交易

+

资

本中介”模式转型；管理体系由割裂、被动，向协

同、主动转型。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长。 当前，中

国资本市场正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 站在

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 申万宏源将以革故鼎新的

魄力构建发展新格局， 以创新驱动的战略打造发

展新引擎，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开拓发展新境界，在

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实践普

惠金融过程中，努力实现“打造有信仰、敢担当的

一流国有金融企业”的申万宏源梦！

编者按：2018 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决胜年。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对金融证券行业而言，更需要进一步明确目标、坚定信念、凝聚力量，按照党的十九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海市十一次党代会和十一届市委三次全

会部署，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值此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在上海证监局指导下，10 月 29 日起在证券时报上推出“上海券商服务国家战略工作巡礼” 专栏，邀请

上海地区优秀证券公司代表撰稿，全方位展示上海地区证券公司在服务实体经济、精准扶贫、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方面的工作面貌，向社会传递上海地

区证券公司服务国家战略的行业形象。

今日推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巡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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