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创新大起底”系列之六

转融通开闸在即 信用交易将成券商“新支柱”

本报记者 朱茵

从7月16日开始，转融通试点工作进行第三次全系统联网测试。上海一家大券商表示，就测试的技术准备来看，已

经比较全面。 业内人士表示，一旦转融通实施，证券创新业务将迎来新一轮高潮，融资融券业务有望迎来爆发期。

在券商目前的创新业务中，融资融券业务可算利润贡献“标兵”，自开闸两年多以来，不仅利润贡献可观，成为经

纪业务、投行业务之后的又一重要收入来源，且增长迅速。而正在试点的股票约定购回业务以及未来转融通的开闸势

必进一步巩固和增厚券商信用交易业务的利润。

机构投资者参与转融通测试

随着测试工作的加紧，市场对于转融通推出的时间也多了不少预期。 5月21日，转融通第一次全网测试开始。 6

月，转融通第二轮全网测试宣告完成，而第3轮全网测试于7月16日开始。 上海一家大券商就表示，就测试的技术准备

来看，已经比较全面。

由证金公司、上交所、深交所、中证登、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中证登深圳分公司、深圳证券通信有限公司联合下发

的《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业务技术系统第三轮测试方案》6月下旬下发到各相关机构。 此次除了转融通

业务的全流程测试之外，还提出证券公司测试内容应包含融资融券系统的联测，即证券公司转融通融入资金和证券

后，向客户融出、客户归还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归还证券金融公司。

据悉，经业内人士呼吁，今后机构合法募集的理财产品也可以申请成为出借人。 这意味着，在券商内部，不仅自

营，资产管理部门也可成为转融通业务当中的出借人。“我们在测试过程中，让资产管理部门也加入进来，他们参与的

兴趣度还是很高的。 ”一家大券商信用交易部门负责人表示。

目前，随着转融通测试的持续推进，券商正根据不同的业务锁定目标客户。 有券商表示，转融通业务开通后，可

以丰富融资融券交易品种，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交易机会，为证券公司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包括证券出借人服务、定

向融券服务、定向出借服务、大额资金借入服务、风险管理服务等。 该券商介绍说，证券出借服务、定向出借服务是针

对持有长期证券头寸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国有股东、机构股东、社保基金、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对冲基金和指数化投

资产品等；定向融券服务，则可以针对私募基金、对冲基金、有大额融券需求的个人投资者，从事套期保值交易的保险

公司、信托公司等；对于大额融资服务，则主要针对那些有大额融资需求和流动性需求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如对冲

基金、私募基金、房地产公司等；据悉，在测试中，已经有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其中。

“一旦转融通实施，融资融券业务很可能将迎来爆发期。 ”分析师预计，券商从融资融券中获得出借资金和证券

的利息收入以及由融资融券所引申出的证券买卖的信用交易佣金将大为增加。 转融通推出之前，融资融券为客户交

易提供杠杆，对于券商而言没有杠杆。转融通的推出实现券商两融业务内部杠杆，证券公司通过证金公司渠道间接将

股东、货币市场以及银行等的闲置资金和证券融给投资者，赚取利差和信用交易佣金。 一方面，转融通的推出实现券

商两融业务内部杠杆从无到有的过程，对券商ROA到ROE通过杠杆放大的过程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转融通推出后

大型券商在资金和券源上的优势可能有所减弱，两融业务同质化程度可能会上升，转融通的杠杆成为未来影响券商

两融收入和ROE的关键。

两融业务收入可观

截至7月17日，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为636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融资余额为621.68亿元，融券余额为

14.07亿元，分别较去年年底增长133%和213.5%。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券商获得两融业务资格，这些券商的经纪业

务份额行业覆盖率已超过75%。

从沪深两市公布的数据看，1月份受春节长假因素影响，两融余额较去年底略有回落，而从整体来看，1—6月两

融余额持续攀升。 其中，5月增加额最大，增长了85.2亿，增幅达17.6%。 5—6月虽然股市下挫，但同期两融余额保持上

升势头。

从券商经营数据以及调研情况可以看出，两融业务已经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自2010年3月两融业务正式开闸

至今，两年来已为证券行业贡献超过50亿元收入，首批5家试点券商收入超过20亿元，单家券商最高超过6亿元。“创新

业务不赚钱” 的说法已经不再成立。 从收入占比来看， 多家券商两年来两融收入已相当于同期经纪业务总收入的

10%，个别公司甚至已接近同期投行收入的一半。 业内人士表示，一些醒悟过来的小券商，发现这项业务不仅收益稳

定，且对经纪业务交易量有提升作用，纷纷加大投资。目前，融资融券业务已经开始为券商贡献稳定的收入，而且这项

业务风险低、毛利高，对各家券商来说都是业务重点。

有分析师乐观预计，今年随着两融业务开户数快速增长，年底两融余额有望达到1000亿元，将为券商贡献60亿

元利差收入及20亿元交易手续费，营收占比有望达到8%左右。 数据显示，融资融券业务在台湾地区的券商中盈利占

到了35%，在欧美市场该项业务的盈利可以占到20%。 因此对于国内券商来说，融资融券成长空间很大，足以成为新

的利润来源。

配对交易点亮交易激情

据透露，造成一些券商两融余额高涨的秘诀在于配对交易。 “我们的客户中，除了高端个人客户，不少私募基金

也采用这一策略，上半年至少保持了稳定的收益。 ”一家大券商融资融券业务部门负责人表示。

股市持续震荡，行情走势难以捉摸，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投资获利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能以较低的风险获取稳

定的收益渐渐成为越来越多投资者的诉求。业内人士透露，两融业务之所以在弱市中还能有如此可观的增量，关键还

是各家券商陆续开发的配对交易吸引了投资者。

配对交易是美国华尔街的一种经典量化投资策略，通过跟踪同一行业内业务相似、历史股价具有一定相关性的

两只股票，当二者的价差偏离一定区间时，买入近期的弱势股，融券卖出近期的强势股；等二者的价差回归正常时，平

掉所有仓位，了结全部负债。基于这一配对交易思想，寻求适合中国市场的配对交易策略。通过软件设计，以产品或者

资讯的方式提供给客户。

据悉，很多券商还将配对交易策略与公司专享交易通道相融合，打造低门槛、易操作的投资工具。因此，这种相对

低风险、收益稳定的产品很对追求稳定回报投资者的“胃口”，受到不少投资者的关注。当然，对于券商来说，能够提供

给投资者的两融交易策略不止配对交易，还有利用持仓股票，进行买多或卖空，利用两融业务实现当日回转交易，大

小非融券套利策略，以及构建多空组合，进行大额股份融资策略等。 两融业务可借助综合的业务平台,将研发部门、衍

生产品部、经纪业务投资咨询等力量有机整合,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综合性的服务,满足客户不同类型的需求,包括为两

融客户提供各种相关投资资讯产品。

股票约定购回暂未放量

从交易规模来看， 另一项创新业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进展却相对非常缓慢。 “目前试点的券商只有6

家。 目前除了第一批试点的海通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和第二批试点的国泰君安、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外，还有一

些券商也正在积极申请中，如国金证券、国元证券等。

“首批试点的3家券商7个月交易额才10亿元，5月底余额2.58亿元，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至少5亿元。 ”统计数据

显示，由于试点公司少、客户范围小、操作存在问题以及交易期限冲突等因素，这项创新业务规模很小，几乎没办法带

来收入。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约定购回式交易业务尚需在交易期限、税收认定、信息披露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突

破。

据悉，不少券商寄望约定购回式交易业务能够成为盘活“大小非”股东限售股资产的有效手段，进而解决“大小

非”股东的融资困难。 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持股5%以上非流通股股东（大非股东）在6个月内不得反向买卖。 而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规定，投资者需在182天内完成“先向券商卖出股份，然后再从券商处购回相关股份”的一卖一买

交易行为。 也就是说，基于二者规则上的冲突，大非股东被拦在上述业务门槛之外。 多家券商呼吁，今后应允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参与。

此外，多家券商呼吁，希望约定购回式业务试点转常规后，交易期限能放宽至1年，以吸引更多具备融资需求的

投资者参与其中。

另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机构卖出股权后需要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 但实际情况是，如果按照卖出

行为纳税，就忽视了约定购回式业务的“回购”特殊性质。

据了解，上海、深圳等地区税务机构因了解此项业务的回购性质，在税收方面酌情考虑实际情况给予了豁免。但

在一些边缘地区，则完全按照税务总局的规定执行。 “客户在回购时并未产生资本利得，纳税将打击客户参与业务的

积极性。 ”一家正在申请该项业务试点的券商负责人表示，在多次征集意见之后，监管部门已与相关税务部门进行接

洽，预计将对回购型业务的税收政策予以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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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刘爱华：“融” 汇贯通做创新

□

本报记者 朱茵

在融资融券与股票约定购

回式交易业务上， 海通证券都

取得了试点资格， 目前其业务

规模均名列前茅。 在海通证券

看来，在创新过程中，各项业务

是有机联系的， 打通业务之间

的环节， 满足投资者的多方位

需求才是创新关键点。

客户资源是创新关键

在融券业务领域，市场公

认海通证券拓展最早最全。 虽

然最初融券业务并不被看好，

甚至有与客户对赌以及成本较

高等担忧， 但海通证券融资融

券部副总经理刘爱华透露，“融

资融券是券商从通道服务转型

为客户综合服务的重要手段和

工具，首先要培育客户，有业务

量”，这种展业策略目前已经被

证明确实具有前瞻性。

据介绍， 海通证券在融资

融券业务上的市场份额一直处

于首位， 融资市场占比

9％-

10%

，而融券就要占到

27%

的比

例， 所提供的余额和券源数量

都是比较多的。 海通证券的创

新业务中尤其融资融券业务

高速增长，带来丰厚的利息收

入， 对公司利润贡献度很大。

一方面融券业务可以收到比

基准利率高

3

个点的利息收

入，另一方面还可以有交易佣

金产生。 未来虽然息费的增长

会趋缓，但交易量的增加无疑

贡献了佣金收入。 融券业务的

战略部署，也让很多机构因此

转到海通证券。

刘爱华道出其中关键：从

规模看，融资业务高，但未来融

券业务的交易量贡献和佣金贡

献会更大。 在拓展新客户资源

上， 目前的策略是与核心客户

包括可能的机构客户建立稳定

联系。 在他们看来，“高净值客

户尤其是机构客户是所有业务

的基础”，因为掌握客户资源是

未来竞争的关键。

她介绍说，今年海通证券

的融资融券规模目标是

100

亿

元。 在

6

月份业务增长很快，规

模已达

50

多亿元。 目前总的开

户数

17000

多户。

这项业务不仅会给券商带

来稳定的息费收入和较高的佣

金净收入， 还会加速优质客户

向先行试点的优质券商集中，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其经纪业务

的市场份额。 当然，海通证券两

融业务的竞争不仅来自于紧随

其后的大牌券商， 如申银万国

和国泰君安等， 也来自于更多

中小券商获得资格后对现有客

户资源市场的蚕食。 不过创新

的先发优势仍旧明显， 一位分

析师甚至判断， 借助融资融券

等创新业务的反哺， 今年以来

海通证券经纪业务市占率可能

已进入上升通道。

打通业务环节

在海通证券，融资融券、转

融通以及股票约定式回购业务

是放在一个部门开展。 此外，在

做创新业务的同时会把相关其

他部门牵进来， 以期产生协同

效应。

海通证券融资融券业务部

门负责人表示， 未来实施转融

通后，对证券出借人来说，可以

考虑的来源是很多的，客户、保

险、 基金、

QFII

等都是可以的；

其中，基金很愿意做出借方，特

别是指数基金比较积极。 “如果

券商资产管理能够做， 那融资

融券的规模就会一下大很多。 ”

同时，海通证券表示，资产

管理部如果拿到资格， 那么增

加

30

亿元的规模是没有问题

的。 据悉，在这一领域资产管理

业务的定向理财已经开始着手

做估值交易系统的改造等。 在

券商资产管理尚未能进入融资

融券业务的时候， 海通已经未

雨绸缪，看到了开放的大趋势，

早早做起了准备， 并且在定向

理财上先做尝试。

海通证券较早获得了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的试点资格，

虽然初期规模并不是很大，但

在今年

6

月份起，业务明显活跃

起来。 “这一业务适合规模偏小

一些的机构和有一定实力的个

人， 他们去银行贷款可能比较

困难， 而且有一个漫长的审核

过程，但在券商这里，就非常灵

活。 ”刘爱华介绍说，正是看中

了这一业务可以做到 “

T+2

”资

金到账， 资金用途没有限定等

便利性， 一些小微企业主很愿

意用它来解决企业短期流动性

资金缺口。

虽然暂时没有很大的交易

量， 但海通证券对这一业务的

前景还是十分看好。 在不断的

探索和实践中， 他们也已经向

管理部门提出该项业务操作过

程中的一些问题， 建议适度调

整相关业务规则， 比如延长交

易期限。 目前业务规则规定，交

易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82

天，但

客户实际融资需求多集中在

1－

2

年。 为解决上述矛盾，在目前

规则下， 客户不得不在交易期

限满

182

天后，结束前笔交易后

再进行一笔新交易。 如此不仅

增加客户交易成本， 且客户需

临时周转一笔资金用于完成两

笔交易的对接。 因此，建议将最

长交易期限延长至一年或二

年。此外，还希望允许持股

5%

以

上的股东参与该项业务。 因为

在业务开展过程中， 海通证券

等试点券商都发现， 持股

5%

以

上的股东（主要为控股股东）希

望参与该业务的意愿较为强

烈。 上述客户因其所持股票市

值较大，一般其交易规模较大。

往往单个客户的融资金额可达

上亿元， 可有效扩大该业务的

交易规模。 为避免短线交易风

险，业务规则可规定，持股

5%

以

上股东参与交易的期限不得短

于

6

个月。

刘爱华认为，各项创新业务

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只有融会贯

通才能做好客户服务，推进创新

成果。 而未来业务试点结束后，

券商应该会有一些业务自主权，

体现出服务的差异化。

(本系列完)

股票约定购回暂未放量

从交易规模来看， 另一项创

新业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的进展却相对非常缓慢。 目前试

点的券商只有

6

家。除了第一批试

点的海通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

券和第二批试点的国泰君安、国

信证券、招商证券外，还有一些券

商也正在积极申请中， 如国金证

券、国元证券等。

“首批试点的

3

家券商

7

个月

交易额才

10

亿元，

5

月底余额

2.58

亿元，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至少

5

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由于试点

公司少、客户范围小、操作存在问

题以及交易期限冲突等因素，这

项创新业务规模很小， 几乎没办

法带来收入。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当前约定购回式交易业务尚需在

交易期限、税收认定、信息披露等

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突破。

据悉，不少券商寄望约定购回

式交易业务能够成为盘活“大小非”

股东限售股资产的有效手段，进而

解决“大小非”股东的融资困难。 但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持股

5%

以上非

流通股股东（大非股东）在

6

个月内

不得反向买卖。 而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业务规定， 投资者需在

182

天

内完成“先向券商卖出股份，然后再

从券商处购回相关股份”的一卖一

买交易行为。也就是说，基于二者规

则上的冲突，大非股东被拦在上述

业务门槛之外。多家券商呼吁，今后

应允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参与。

此外，多家券商呼吁，希望约

定购回式业务试点转常规后，交易

期限能放宽至

1

年，以吸引更多具

备融资需求的投资者参与其中。

另外，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的

相关规定， 机构卖出股权后需要

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 但实际情

况是，如果按照卖出行为纳税，就

忽视了约定购回式业务的“回购”

特殊性质。

据了解，上海、深圳等地区税

务机构因了解此项业务的回购性

质，在税收方面酌情考虑实际情况

给予了豁免。 但在一些边缘地区，

则完全按照税务总局的规定执行。

“客户在回购时并未产生资本利

得，纳税将打击客户参与业务的积

极性。 ”一家正在申请该项业务试

点的券商负责人表示，在多次征集

意见之后，监管部门已与相关税务

部门进行接洽，预计将对回购型业

务的税收政策予以进一步明确。

■

“券商创新大起底”系列之六

转融通开闸在即 信用交易将成券商“新支柱”

□

本报记者 朱茵

从

7

月

16

日开始，转融通试点工作进行第三次全系统联网测试。 上海一家大券商表示，就测试的技术准备来看，已

经比较全面。 业内人士表示，一旦转融通实施，证券创新业务将迎来新一轮高潮，融资融券业务有望迎来爆发期。

在券商目前的创新业务中，融资融券业务可算利润贡献“标兵”，自开闸两年多以来，不仅利润贡献可观，成

为经纪业务、投行业务之后的又一重要收入来源，且增长迅速。 而正在试点的股票约定购回业务以及未来转融通

的开闸势必进一步巩固和增厚券商信用交易业务的利润。

机构投资者参与转融通测试

随着测试工作的加紧， 市场

对于转融通推出的时间也多了不

少预期。

5

月

21

日，转融通第一次

全网测试开始。

6

月，转融通第二

轮全网测试宣告完成，而第

3

轮全

网测试于

7

月

16

日开始。上海一家

大券商就表示， 就测试的技术准

备来看，已经比较全面。

由证金公司、上交所、深交所、

中证登、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中证

登深圳分公司、深圳证券通信有限

公司联合下发的《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业务技术系统

第三轮测试方案》

6

月下旬下发到

各相关机构。 此次除了转融通业务

的全流程测试之外，还提出证券公

司测试内容应包含融资融券系统

的联测，即证券公司转融通融入资

金和证券后，向客户融出、客户归

还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归还证券金

融公司。

据悉，经业内人士呼吁，今后

机构合法募集的理财产品也可以

申请成为出借人。 这意味着，在券

商内部，不仅自营，资产管理部门

也可成为转融通业务当中的出借

人。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让资产管

理部门也加入进来，他们参与的兴

趣度还是很高的。 ”一家大券商信

用交易部门负责人表示。

目前， 随着转融通测试的持

续推进，券商正根据不同的业务锁

定目标客户。 有券商表示，转融通

业务开通后，可以丰富融资融券交

易品种，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交易机

会，为证券公司提供更多的服务项

目，包括证券出借人服务、定向融

券服务、定向出借服务、大额资金

借入服务、风险管理服务等。 该券

商介绍说，证券出借服务、定向出

借服务是针对持有长期证券头寸

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国有股东、机

构股东、社保基金、保险公司、信托

公司、 对冲基金和指数化投资产

品等；定向融券服务，则可以针对

私募基金、对冲基金、有大额融券

需求的个人投资者， 从事套期保

值交易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

对于大额融资服务， 则主要针对

那些有大额融资需求和流动性需

求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如对冲

基金、私募基金、房地产公司等；

据悉，在测试中，已经有基金等机

构投资者参与其中。

“一旦转融通实施，融资融券

业务很可能将迎来爆发期。 ”分析

师预计， 券商从融资融券中获得

出借资金和证券的利息收入以及

由融资融券所引申出的证券买卖

的信用交易佣金将大为增加。 转

融通推出之前， 融资融券为客户

交易提供杠杆， 对于券商而言没

有杠杆。 转融通的推出实现券商

两融业务内部杠杆，证券公司通过

证金公司渠道间接将股东、货币市

场以及银行等的闲置资金和证券

融给投资者，赚取利差和信用交易

佣金。 一方面，转融通的推出实现

券商两融业务内部杠杆从无到有

的过程，对券商

ROA

到

ROE

通过杠

杆放大的过程有重大意义。 另一方

面，转融通推出后大型券商在资金

和券源上的优势可能有所减弱，两

融业务同质化程度可能会上升，转

融通的杠杆成为未来影响券商两

融收入和

ROE

的关键。

两融业务收入可观

截至

7

月

17

日，沪深两市融资

融券余额为

636

亿元，再创历史新

高。其中，融资余额为

621.68

亿元，

融券余额为

14.07

亿元， 分别较去

年年底增长

133%

和

213.5%

。 截至

目前，已有

70

多家券商获得两融业

务资格，这些券商的经纪业务份额

行业覆盖率已超过

75%

。

从沪深两市公布的数据看，

1

月

份受春节长假因素影响， 两融余额

较去年底略有回落，而从整体来看，

1

—

6

月两融余额持续攀升。 其中，

5

月增加额最大， 增长了

85.2

亿元，增

幅达

17.6%

。

5

—

6

月虽然股市下挫，

但同期两融余额保持上升势头。

从券商经营数据以及调研情况

可以看出， 两融业务已经成为新的

利润增长点。自

2010

年

3

月两融业务

正式开闸至今， 两年来已为证券行

业贡献超过

50

亿元收入，首批

5

家试

点券商收入超过

20

亿元， 单家券商

最高超过

6

亿元。 “创新业务不赚钱”

的说法已经不再成立。 从收入占比

来看， 多家券商两年来两融收入已

相当于同期经纪业务总收入的

10%

，

个别公司甚至已接近同期投行收入

的一半。 业内人士表示，一些醒悟过

来的小券商发现这项业务不仅收益

稳定， 且对经纪业务交易量有提升

作用，纷纷加大投资。 目前，融资融

券业务已经开始为券商贡献稳定的

收入， 而且这项业务风险低、 毛利

高，对各家券商来说都是业务重点。

有分析师乐观预计，今年随着

两融业务开户数快速增长，年底两

融余额有望达到

1000

亿元，将为券

商贡献

60

亿元利差收入及

20

亿元

交易手续费，营收占比有望达到

8%

左右。 数据显示，融资融券业务在

台湾地区的券商中盈利占到了

35%

，在欧美市场该项业务的盈利

可以占到

20%

。 因此对于国内券商

来说， 融资融券成长空间很大，足

以成为新的利润来源。

配对交易点亮交易激情

据透露，造成一些券商两融余

额高涨的秘诀在于配对交易。“我们

的客户中，除了高端个人客户，不少

私募基金也采用这一策略，上半年

至少保持了稳定的收益。”一家大券

商融资融券业务部门负责人表示。

股市持续震荡， 行情走势难以

捉摸，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投资获利

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能以较低的风险

获取稳定的收益渐渐成为越来越多

投资者的诉求。 业内人士透露，两融

业务之所以在弱市中还能有如此可

观的增量，关键还是各家券商陆续开

发的配对交易吸引了投资者。

配对交易是美国华尔街的一

种经典量化投资策略，通过跟踪同

一行业内业务相似、历史股价具有

一定相关性的两只股票，当二者的

价差偏离一定区间时，买入近期的

弱势股，融券卖出近期的强势股；等

二者的价差回归正常时，平掉所有

仓位，了结全部负债。基于这一配对

交易思想，寻求适合中国市场的配

对交易策略。通过软件设计，以产品

或者资讯的方式提供给客户。

据悉， 很多券商还将配对交

易策略与公司专享交易通道相融

合，打造低门槛、易操作的投资工

具。因此，这种相对低风险、收益稳

定的产品很对追求稳定回报投资

者的“胃口”，受到不少投资者的关

注。当然，对于券商来说，能够提供

给投资者的两融交易策略不止配

对交易，还有利用持仓股票，进行

买多或卖空，利用两融业务实现当

日回转交易， 大小非融券套利策

略，以及构建多空组合，进行大额

股份融资策略等。两融业务可借助

综合的业务平台

,

将研发部门、衍

生产品部、经纪业务投资咨询等力

量有机整合

,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综

合性的服务

,

满足客户不同类型的

需求

,

包括为两融客户提供各种相

关投资资讯产品。

本报资料图 合成/尹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

和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浙江）”）签署的代销协

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华泰证券、华福证券和中信证券（浙江）

代理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人民币基

金份额（以下简称“本基金”）的销售业务。

特别提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为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华泰证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深圳深南大道

４０１１

号港中旅大厦

２４

楼

联系人：庞晓芸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９５５９７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２５－５１８６３３２３

（南京）；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９６２

（深圳）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华泰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

等业务：

包头、北京、长春、长沙、常熟、常州、成都、昆明、大连、当阳、德阳、东台、恩

施、佛山、福州、高邮、广州、贵阳、哈尔、海口、海门、汉川、杭州、合肥、淮安、黄

冈、济南、江阴、姜堰、金坛、荆州、靖江、昆山、莱阳、兰州、利川、溧水、溧阳、连

云港、临沂、麻城、马鞍山、牡丹江、南昌、南京、南宁、南通、宁波、盘锦、启东、青

岛、泉州、如皋、汕头、上海、绍兴、深圳、沈阳、十堰、石家庄、石首、沭阳、苏州、

宿迁、绥化、太仓、太原、泰兴、泰州、天津、无锡、吴江、梧州、武汉、武穴、西安、

厦门、孝感、徐州、烟台、盐城、扬中、扬州、伊宁、宜昌、宜都、银川、应城、营口、

岳阳、张家港、漳州、镇江、郑州、枝江、中山、重庆、舟山等。

２．

华福证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至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华福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

等业务：

福州、上海、宁德、福鼎、福安、连江、长乐、福清、平潭、闽侯、莆田、仙游、泉

州、石狮、晋江、安溪、惠安、南安、厦门、漳州、龙海、漳浦、龙岩、上杭、漳平、长

汀、永安、三明、尤溪、南平、古田、永春、建阳、闽清、永泰、大田、罗源、永定、长

泰、浦城等。

３．

中信证券（浙江）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周妍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０７８８２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９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中信证券（浙江）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

和认购等业务：

杭州、临安、桐庐、嘉兴、海宁、嘉善、桐乡、平湖、海盐、湖州、德清、长兴、金

华、义乌、东阳、浦江、绍兴、柯桥、诸暨、嵊州、台州、温岭、余姚、温州、乐清、衢

州、丽水、宁波、邱隘、溪口、南昌、宜春、赣州、福州、泉州等。

４．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６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社增先生通知，梁社增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质押给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３０００

万股本公司股份已全部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梁社增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０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６７．０９％

），并通过珠海威尔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本公司股份

３６

，

１１９

，

４１９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７．８３％

）。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梁社增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共计

２７７００

万股处于质

押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０２％

；珠海威尔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共计

３０００

万股

处于质押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０％

。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６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工厂复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公司临

２０１２－１４

号公告，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万华聚氨酯有限公

司的两套

ＭＤＩ

装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开始进行例行的停产检修和技术改造。

截至本公告日，宁波万华聚氨酯有限公司的停产检修和技术改造已经结

束，恢复正常生产。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关于拟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的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１４

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与巩义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公司通过竞买方式获取巩义市国土资源局宗地编号为“

２０１２－１６３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３０

的 “公司关于竞得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公告”）。

本次购买“

２０１２－１６３

”地块基本情况：

一、用地范围：该地块位于巩义市五里堡北片区，东临规划道路（道路红线宽度

２２

米），

西邻预留建设用地，南邻预留建设用地，北临规划道路（道路红线宽度

２２

米），用地面积约

３４７９８８

平方米，合约

５２２

亩，准确面积以国土部门核定为准。

二、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三、使用年限：

５０

年

四、出让价格：

６９６０

万元

五、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建筑密度：

≥６０％

，容积率

≥１．０

，建筑高度

≤２４

米，绿地率

≤

２０％

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