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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重仓股下挫 券商自营或拖累二季度业绩
叠加市场行情不佳、交投趋于清淡等因素，券商资管、经纪和两融等业务收入预计同样承压

美股“金兵” 一季报超预期
加速引入机构资金成趋势
证券时报记者 张雪囡 刘筱攸
截至昨日，美股“
金 兵 ”——
—在
美上市 的 中 国 金 融 科 技 公 司 乐 信 、
360 金融、拍拍贷、趣店以及小赢科
技已陆续公布 2019 年一季报。 除小
赢科技一季度营收小幅下滑，其余经
营业绩均不同程度增长。
其中， 净利润增幅超 200%的公
司分别是乐信、360 金融以及宣布回
归主营业务的趣店。
同时，上述公司上市至今，一些趋
势与共性正在凸显： 一是加速与金融
机构竞合，借此引入机构资金；二是持
续加码科技研发投入。

见习记者 王蕊

业绩整体超预期

进入二季度，A 股一改一季度的
节节攀升之势，开启震荡下行的行情，
券商自营重仓股也在本轮下跌中受伤
颇深。
Wind 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券商
共重仓 211 只股票，其中仅有 32 只自
4 月以来实现上涨， 其余 179 只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跌。 简单按照一季末券
商重仓持有的股票 3 月末之后均未卖
出来测算 （
下同），4 月以来券商自营
重仓股市值已缩水近 38 亿元。

重仓持股上演一九分化
根据 Wind 统计， 截至今年一季
度末， 证券公司共持有 211 只重仓股
（
剔除两只 4 月上市新股）， 合计市值
268.81 亿元。 4 月以来，随着大盘持续
走低， 券商自营盘也随之出现较大幅
度的缩水。
整体而言，4 月以来，211 只券商
重仓股中仅有 32 只上涨， 占比仅为
15.17%；其余 179 只均下跌，占比达
84.83%，其中最大跌幅高达 40%。 如
果以一季度末券商重仓情况为基础
进行计算，则进入二季度以来券商重
仓股市值累计跌去了 37.93 亿元，相
当于券商持有重仓股整体下跌
14.11%，远超同期上证综指 7.69%的
跌幅。
一季度末，券商自营盘持股相对
集中， 前十大重仓股持有市值共计
90.46 亿元， 占券商重仓持股总市值
的比例高达 33.65%。 但 4 月以来，截
至 5 月 26 日 ， 除 世 纪 华 通 上 涨
2.63%外， 其余 9 只股票都有不同程
度的下跌， 市值合计减少约 14.5 亿
元， 占券商重仓持股蒸发总市值的
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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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券商前十重仓股中，共
有 6 只跑输大盘， 其中 4 只个股 4 月
以来跌幅超过 20%，明显拖累了券商
自营账面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海康威
视一季度末共被券商持有 6787 万股，
对应市值约 23.8 亿元，是券商第一大
重仓股。 4 月以来该股票跌幅约 28%，
大幅影响自营收入。

或影响券商二季度业绩
虽然 4 月以来也有券商重仓股涨
势喜人， 最高涨幅甚至高达 65.63%，
但由于持有市值普遍偏低， 并没有挽
救券商自营盘的整体颓势。同时，部分

券商大笔押注的个股跌幅靠前， 拉低
了整体自营盘业绩。
具体来看，4 月以来涨幅前十券
商重仓自营股中， 多只个股涨幅区间
甚至超过 40%，但一季末持有的市值
均不超过 2000 万元。而在跌幅靠前的
券商重仓股中， 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德
展健康、 藏格控股、 中信国安 3 只个
股， 一季末券商持仓市值分别为 3.13
亿元、3.2 亿元和 3.99 亿元，但 4 月以
来跌幅分别达到了 40.86%、37.66%和
35.02%。 此外，誉衡药业、金科文化等
券商集中持有的个股同样对券商自营
盘造成了较大压力。
券商自营收益在一季度时对整体

业绩贡献良多。 根据万联证券缴文超
团队的统计，2019 年一季度上市券商
实现自营收入 455.99 亿元，同比大增
136.86%，增幅居首，在营收中的占比
达到了 46.69%，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万联证券认为，2019 年一季度， 市场
活力在众多政策催化下被激发， 上市
券商业绩亮眼。 但从分业务情况来看，
盈利过度依赖自营业务。
如今二季度已过去近 2 个月，根
据一季末的券商重仓股情况推算，二
季度券商自营业务或将承受较大压
力。 叠加市场行情不佳、交投趋于清淡
等因素，资管、经纪和两融等业务收入
预计同样可能承压。

从一季度经营业绩来看， 乐信
和 360 金融净利润增速仍保持三位
数，行业领先。 其中 360 金融一季度
营收为 20.09 亿， 同比增长 235%；
实现净利润 7.199 亿元， 同比增长
340%。
乐信盈利能力的提升得益于该公
司金融科技业务收入占比扩大， 一季
度乐信金融科技业务收入达 9.11 亿，
占总营收的 45.56%，营收同比增速更
是达到了 342%。
在消费场景、 消费权益以及消费
金融三方面深入布局促成了乐信用户
数、 在贷余额等指标全面爆发——
—截
至 2019 年 一 季 度 ， 乐 信 用 户 达 到
4220 万，同比增长 59.6%；一季度，乐
信促成借款金额 201 亿元， 同比增长
35.6%；在贷余额 350 亿元，同比增长
64.7%。
一直备受争议、不断转型的趣店宣
大白汽车”业务并回归消费信
称关停“
贷，营收增速较前两年虽显乏力，但盈
利能力重回历史高点。 趣店一季度总收
入 20.97 亿元，同比增长 22.2%；净利润
为 9.496 亿元，同比增长 200.7%。
作为老牌网贷平台（
P2P），一直
坚持小额、分散、纯撮合、无担保路径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华林证券登陆 A 股市场 4 个多
月，迎来了管理层的变动：深圳前首富
林立继出任华林证券董事长之后，正
式走到前台， 接替陈永健兼任华林证
券首席执行官（
CEO）。
与此同时， 林立着手整合旗下相
关资产， 拟将立业集团持有的深创投
股权转让至上市公司华林证券旗下，
不过此事引发深交所问询，很快告吹。
华林证券的官方解释是： 由于各方条
件尚不成熟，本次交易将不再推进。

前首富正式走到前台
林立，1963 年出生， 广东紫金县
人。 2007 年以 140 亿元身家首次登陆
胡润百富榜，成为深圳首富。
作为华林证券实际控制人，自华林
证券 1997 年成立以来， 林立主要通过
立业集团持有华林证券股权，聘请职业
经理人作为管理团队。 直到 2016 年 3
月，林立亲自出任董事长之后，他本人
才正式进入华林证券董监高系列。
最近十几年来， 林立一直努力为
华林证券物色职业管理人团队。 从
2003 年高洪星团队， 到 2007 年胡关
金团队， 再到 2012 年薛荣年团队，先
后经历了“
小君安”、“
小国信”和“
小平

安”三大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
小君安”
还是“
小国信”，抑或“
小平安”，每个管
理团队的入驻， 在华林证券停留的时
间都没有超过 5 年。不仅如此，每一个
团队过后， 华林证券尽管在某些业务
上也有所起色， 但并未从根本上让华
林证券强大起来。
2013 年随着薛荣年的辞任，林立
邀请陈永健执掌华林证券经营大印，
出任华林证券 CEO，分管几乎所有业
务条线，林立亲自出任董事长。陈永健
并非做业务出身， 在加盟华林证券之
前，陈是金元证券的一名监事。
随后， 华林证券启动 IPO 进程，
陈永健一路辅佐伴随， 终于在 2017
年年底过会，在今年年初成功登陆 A
股市场。 直至此次，陈永健辞去华林
证券所有职务，CEO 一职交由林立亲
自兼任。
资料显示， 林立近期还辞去立
业集团董事长一职， 官方说法是要更
加专注于华林证券的经营决策。 此
外，林立还担任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董
事、深圳航天立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

变动引发深交所问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券商高管表

示：“
华林证券是一家个人控制的券
商，管理上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这一
点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高管名单中就
能看得出来， 除了这次林立担任董事
长兼 CEO，还有妻子潘宁出任华林证
券副总裁、财务总监，另外还有林立的
妹妹、妹夫、表兄弟等都在公司任职。”
华林证券此次的人事变动也引发
深交所关注。 深交所日前给华林证券
的问询函中就提及高管等人员变化是
否对经营稳定性产生影响。
公告显示， 华林证券近期除了原
CEO 辞职之外，还有一位副总裁退休
离任，另外又新提拔了三位副总裁，分
别是雷杰、翟效华和陈彬霞。
华林证券的回复是， 新增的三位
副总裁都是内部培养和提拔的优秀人
才， 并负责各自所在业务线的管理工
作， 此次升任副总裁之后仍分管负责
各自的领域。雷杰原为总裁助理、兼任
互联网金融部总经理、 财富管理中心
总经理； 翟效华任职于华林证券资产
管理事业部， 历任投资经理、 副总经
理、总经理；陈彬霞则原为投资管理部
总经理。

旗下资产整合或将开始
上市 4 个多月之后， 华林证券向
市场抛出的第一个资本运作就是子公

司华林创新受让立业集团持有的深创
投股权，不过，暂告落空。
华林证券官方表态是： 由于各方
条件尚不成熟，本次交易将不再推进。
但此前的一些布局显示， 林立是希望
将手头的资产进行梳理整合的。 目前，
林立的深圳立业集团仍持有深创投
4.8922%的股权，他本人也曾任深创投
董事。
立业集团先后于 2010 年 6 月和
2018 年 11 月， 分别出资 2.37 亿元和
4.76 亿元增资深创投。 这两次时隔 8
年的增资， 深创投整体估值从 59.16
亿提高到了 258 亿元， 增长了 3 倍有
余。 林立原计划将深创投的股权，装进
华林证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华林创
新 ， 累 计 需 支 付 12.62 亿 元 ， 包 括
11.52 亿转让价及转让后华林创新需
要缴纳 1.1 亿元出资。
也正因如此， 华林证券此前已对
华林创新进行了增资。 4 月 23 日，华
林证券董事会先是通过向全资子公司
华林创新增资的议案， 同意向华林创
新增加注册资本 12.4 亿元，增资后华
林创新注册资本达 13 亿元。
华林证券此前表示， 如果收购完
成， 将有利于华林创新未来与公司整
体发展战略的有效协同， 提升公司投
资银行业务、 直投业务以及其他业务
条线的资源整合。

机构资金占比不断攀升
相似的是， 资金来源多元化、机
构资金占比攀升或许已经成为互金
平台能否实现稳定快速增长的决定
性条件之一。 记者梳理年报发现，上
述 5 家公司在逐步扩大引入机构资
面向企业客户）端业务呈现
金，to B（
爆发态势。
目前，乐信的金融合作伙伴数量
已经超过了 100 家。 今年一季度，乐
信平台上超过 70%的新增借款来自
于金融机构。 以累计放款量口径来计
算，360 金融 79%的资金来源于金融
机构，较 2018 年全年的 74.7%有了显
著提升。
拍拍贷的智能催收系统已经对第
三方机构实现输出，资金占比上，目前
机构资金占比已经达到约 31%；新起
之秀小赢科技一季度获得的机构资金
占比也达到 11.5%。
此外，截至一季末，趣店与金融机
构合作资金余额从 2018 年末的 190
亿元增长至 246 亿元。
“
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
合作肯定是未来发展趋势， 传统金融
机构需要在科技方面不断进步， 不断
对原有系统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刷新。”
乐信总裁吴毅曾对记者表示。
随着互金行业进入以合规和技术
驱动的下半场， 金融科技投入成提高
诸多公司技术壁垒必要手段。
目前， 上述 5 家公布一季度财报
的企业中， 除了 360 金融和小赢科技
没有单独列出研发费用外，乐信、拍拍
贷、 趣店的研发投入指标均有不同程
度的增长。

证券业反洗钱遇难题：
限制措施亟待出台统一规范
证券时报记者 张婷婷 王玉玲

华林证券上市后迎人事变动：深圳前首富走至台前

的拍拍贷虽盈利增速不及上述三家强
劲，但其平台用户黏性强，一季度注册
用户数位列五家之首， 达到 9386 万
人。唯一营收出现下滑的小赢科技，第
一季度净营收达到 7.76 亿元，同比下
降 1.6%；实现净利润 2.14 亿元，同比
增长 50.2%。

今年以来，券商纷纷严格、细致地
落实央行相关反洗钱要求。近期，已有
多家券商披露， 将对身份信息存疑的
客户账户采取限制措施。
与此同时，有不少券商人士呼吁，
希望行业能出台相关的行业规范，让
行业有统一标准，在实践中有章可循，
切实降低法律纠纷风险， 提高反洗钱
工作力度。

将休眠、限制
一批不合要求账户
近日，国泰君安发布《
关于对身份
信息存疑客户账户采取休眠、 限制措
施的公告》，将于 6 月 1 日起分批次对
在国泰君安留存的身份信息存疑客户
账户采取休眠、限制措施。
其中，针对证券资产余额为 0，同
时人民币、美元、港币等资金余额均不
高于 100 元且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
无交易的客户账户，将采取休眠措施；
针对未满足休眠条件的身份信息存疑
账户，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限制
措施，包括限制资金转入、转出，限制
证券买入、限制撤指令及转托管、限制
办理新业务等。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工作信
息、联系地址等内容未予填写，也可能
会被进行休眠处理。
从前年开始， 中国的反洗钱工作
就越来越严。 去年 9 月末， 央行印发
《
法人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
管理指引（
试行）》，成为各大券商今年
来落实反洗钱的重要工作。
“
各家证券公司都在根据央行反

洗钱身份识别等要求开展类似工作，
这段时间做得更规范、严格、细致，整
体上还是落实监管要求。”南方某大型
券商合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券商呼吁
行业出台统一规范
虽然央行对反洗钱工作提出要
求， 但对于证券客户的身份信息存疑
情况，券商该采取什么措施，采取到什
么程度，几乎未有明确规定。
有些大型券商直接对客户身份信
息存疑的账户采取休眠和限制举措，
也有些券商仍在积极与身份存疑账户
的客户持续联系， 要求其前来更改信
息。 即便是采取休眠和限制举措的券
商，具体要求也不一样。
在现实操作中， 相对于银行等金
融机构，券商落实反洗钱要求时，具有
天然的困难。
“
我们电话联系客户，他们大多不
太搭理， 或者联系到本人也不来做身
份识别。券业与银行不同，不掌握资金
的存取， 银行客户的大额存取款一般
都要去柜台办理， 银行就可以做身份
识别；由于券商业务性质所限，客户几
乎不用到柜台办理业务， 证券业对反
洗钱进行初次识别后， 后续工作进展
就有很大难度。”民生证券反洗钱专员
对记者表示。
上述民生证券人士还表示， 希望
行业能出台相关的行业规范和行业标
准，让行业有统一标准，在实践中有章
可循，切实降低法律纠纷风险，提高反
洗钱工作力度。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 多家券商合
规人士都表达了类似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