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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上周各期限最高年化收益率人民币理财产品

统计范围：主要商业银行面向全国发行、销售起始日在统计周内的非结构性

本币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一周看台（

9.1-9.7

）

金牛理财网提供

期限 发行银行 产品名称 预期年化收益率 委托期

１

个月以内 邮政储蓄银行 财富债券第

８１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３．６ ３１

天

１－３

个月 民生银行

非凡资产管理双月增利

０４０

期人

民币理财产品个人（空中理财专

属）（

Ａ２

）

４．５５ ６１

天

３－６

个月 平安银行

聚财宝组合类（和盈计划）

８６

期人

民币理财产品

４．９ １３０

天

６－１２

个月 工商银行

工银财富第

６

期专属资产组合投

资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３６５

天）

４．８ ３６４

天

高层变动顺利完成

国元证券董事长蔡咏：创新带来新机遇

□

本报记者 董文胜

2012

年

8

月

26

日，国元证券召

开董事会， 会议接受凤良志辞职

的申请报告， 国元证券总经理蔡

咏任董事长， 国元信托总裁俞仕

新拟任总经理。 这次会议距离

2002

年

9

月，凤良志成为国元证券

董事长大约十年时间。 十年化蛹

成蝶，成就了国元，也成就了凤良

志。 提前隐退的凤良志把辉煌与

权力留在了国元， 而国元把掌声

与尊重献给了他。

近日， 刚刚履新的蔡咏在

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证

券报记者的专访。 对公司的前

任董事长， 蔡咏心存感激：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国元上

市；成功公开增发；抓好风险

控制；完善公司文化。 一件件

实事的完成，造就了国元踏踏

实实、 稳健发展的黄金十年。

这一切，凤良志功不可没。 后

国元时代，蔡咏表示，创新将

被提升到一个历史高度并深

深影响着国元的未来。

十年国元

成就了凤良志

“叩响资本市场的大门，掀起

安徽全省上市的热潮； 组建国元

集团，定格证券主业。凤良志的资

本人生有着清晰的轨迹， 而他主

政下的国元证券也赢得了宝贵的

战略发展空间。 ”

蔡咏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可以说这十年来，如果没有凤总

的艰苦奋斗和努力拼搏， 没有他

超群睿智的领导和决策， 没有他

认真细致、 追求完美的精神和风

格， 没有他娴熟精湛的管理艺术

和工作方式方法， 也就没有国元

证券这十年来的快速发展， 现在

公司充满生机和后劲， 并且具有

未来发展的扎实基础和美好前

景。 ”

1992

年，凤良志到安徽省国

际信托公司工作。 这期间，在他

的领导下组建了证券从业人员

队伍， 在发展经纪业务的同时，

拓展投行业务。 由于他在资本市

场的突出成绩，

1996

年， 凤良志

任安徽省政府证管办主任，主管

全省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1999

年他重新回到安徽省国际

信托，主持了省国际信托与省信

托的重组工作， 组建国元集团，

发起设立了国元证券和国元信

托公司。

2002

年

9

月，凤良志任国

元证券董事长。

十年来，在凤良志的带领下，

国元证券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4

年

10

月控

股长盛基金；

2005

年

11

月公司被

评为创新试点券商；

11

月底托管

天勤证券；

2006

年

7

月公司又在香

港特区注册成立国元（香港）有限

公司。

2007

年

10

月， 国元证券借壳

“北京化二”成功上市，成为中国

证券市场第

5

家上市证券公司。借

壳上市， 无疑是国元证券发展历

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9

年

10

月， 国元证券再次

华丽亮剑： 公司公开增发方案获

批，公开增发

5

亿

A

股，募集资金

99

亿元。增发的成功，使得国元证券

的净资产、 净资本在

19

家上市券

商和

100

多家同行中名列前十位。

十年来， 公司累计实现净利

润

61.83

亿元， 累计分红

28.34

亿

元， 合计缴纳税金

29.85

亿元，为

国有资产和股东带来巨大增值，

为安徽省内外企业募集资金近

600

亿元。

蔡咏深有感慨地告诉记者，

“凤总在公司发展战略长远目标

规划上，在公司法人治理和规范

运作， 以及企业优良文化的倡

导、 管理团队的建设等方面，都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今天的国元

与十年前的国元已经不可同日

而语。 ”

蔡咏表示，凤总提前一年辞

去董事长职务，主要是考虑到有

利于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有利

于公司主要领导的顺利更替，有

利于新的管理团队抓住机遇创

新发展。 凤总辞去董事长职务

后，仍然担任国元证券的董事和

党委书记

,

负责公司发展战略、重

大人事任免、 党建等方面的工

作，在这些工作领域中，他还将

发挥重要作用。

创新业务

一场没有边际的竞争

作为“

50

后”的凤良志从台前

退到幕后， 完成人生朴素而睿智

的转身，“

60

后” 的蔡咏接过接力

棒，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同时，

国元也将面临着业务创新的一场

变革。

“业务有分工，创新无边界”。

蔡咏表示， 必须打破公司长期以

来传统业务条块和客户资源相互

割裂的业务模式， 以产品线为引

领，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建立统一

的跨部门、 跨业务线的合作创新

模式。

蔡咏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

表示，今年

5

月初，全国证券公司

创新发展大会提出行业创新发展

的十一项措施。 为积极贯彻创新

发展大会精神， 国元也结合自身

实际，统筹兼顾，重点狠抓上交所

债券质押式回购、 股票约定式购

回、香港市场

RQFII

、深交所“现金

宝”产品、中小企业私募债及多元

化金融产品销售等多项创新业务

的资格申报和筹备工作。

国元证券已经取得上交所债

券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资格。 目

前，公司报价回购业务———“元添

利” 产品的推介和上线工作全部

完成， 该产品于

7

月

23

日正式上

线。同时，公司也取得中小企业私

募债承销业务资格， 并且承销了

安徽省首单私募债项目， 目前完

成了上交所备案， 已经进入发行

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 融资融券业

务已成为国元证券稳定的收入来

源。截至

6

月底，融资融券余额近

5

亿元， 转入担保物价值超过

15

亿

元， 融资融券业务收入

3000

多万

元（含融资融券佣金收入），同比

增长

70%

。 股指期货

IB

业务稳步

扩大， 公司获准开展股指期货

IB

业务的营业部已超过

30

家。

蔡咏透露， 公司仅用

40

天时

间即获得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

务资格。 而国元（香港）公司也在

积极准备

RQFII

业务，目前发行工

作正在进行， 预计将完成全部额

度的私募发行。

蔡咏表示， 国元的其他各项

创新工作， 例如新型证券经营网

点设置、网上（移动）开户、对冲产

品设计、另类投资、新三板、柜台

交易（

OTC

）、地区指数产品以及

支付业务等，也都在积极谋划、筹

备过程中。 所有这些创新业务一

旦全面铺开， 都将为公司业务转

型、 增加收入来源、 调整盈利结

构、改变证券公司“靠天吃饭”的

不利局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财富管理

券商变法带来新机遇

蔡咏表示， 要全面实现营业

部的根本转型， 就要从传统的通

道服务向财富管理转变， 这也是

证券行业新一轮创新发展为公司

带来的难得发展机遇。 向财富管

理转变， 目前要重点把握好三个

方面：

一是多元化的金融产品营

销。 证券公司除了销售自身的理

财产品、基金外，还要销售银行的

理财产品、基金。产品销售的逐步

放开， 允许证券公司可以自行设

计理财类产品， 自行设计的产品

可以先在一个营业部试行销售，

然后逐步在全公司营业部进行推

广，依靠产品的高收益留住客户，

不使客户过多过快地流向银行及

其他市场。

二是多方位的投资顾问服

务。 证券市场在大环境不好时，

投资顾问人员必须拓宽思路，

扩大视野，要多策略、多角度地

为客户做投资顾问服务。 在证

券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可以考

虑货币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

场、贵金属市场，甚至是艺术品

市场， 这就需要投资顾问人员

掌握丰富的理财知识。 证券公

司理应是理财高手， 但是如今

大量的客户却流向银行及其他

市场。 因此，只有发挥证券公司

投资顾问人员的专业性优势，

才能从银行及其他市场中吸引

客户。 对于投资顾问人员专业

化知识的提升， 手段可以多样

化，可以通过视频学习、集中培

训等方式， 提高投资顾问人员

的专业水平。

三是多功能的资本市场中

介， 这是证券公司作为投资银行

的本质。在资本市场中，证券公司

“一手托两家”， 即一手托着投资

者，一手托着融资者。这就要求国

元必须打破传统业务资源和客户

资源之间割裂的模式， 要求证券

行业必须大胆创新， 要求业务人

员必须对市场的变化准确把握。

特别是债券质押回购业务、 融资

融券业务和中小企业私募债等创

新业务必须加大推广力度。 公司

传统业务的转型， 必须通过创新

实现，从而满足客户多样性、综合

性的需求， 从营业部总经理到员

工都必须学习、 掌握创新业务方

面的知识， 从而实现自身的全面

转型。

被寄予厚望的蔡咏深感肩上

担子的沉重，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一

定会出现非同质化的竞争。 如果

没有核心竞争力， 任何一家企业

都很难在市场中发展或生存。 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团结、融洽、

和谐，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力，

互相支持、配合，既要保增长即保

证完成董事会下达的预算目标，

同时还要调结构， 争取更多创新

业务资格。

面对目前券商行业与日俱增

的竞争压力，蔡咏表示，国元新的

管理团队有信心把公司的发展推

向前进， 将公司打造成真正具有

一流水平的上市证券公司

,

向广

大投资者再次交上一份合格、满

意的答卷。

量跌价稳 短期银行间资金面或趋紧

金牛理财网统计数据显示，

上周（

9

月

1

日至

9

月

7

日）人民币理

财产品的发行呈现量跌价稳的态

势。

66

家银行共发行

493

款人民币

理财产品，环比减少

63

款，平均预

期年化收益率 （不含结构性）为

4.22%

，环比上升

1

个基点，相比

当前的货币基金和理财债基，收

益优势仍相对突出。 外币产品方

面，上周共发行

26

款，平均预期收

益率（不含结构性）提升

30

个基点

至

2.25%

， 其中美元收益率有所

提升，欧元收益率则大幅下挫。

金牛理财网认为，

7

日股市出现

放量反弹， 可能引发资金风险偏好

转移， 银行间的资金面短期可能趋

紧， 对新发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或

许有提振。 未来货币市场利率从大

趋势上看，可能仍处于下行态势，但

整体不会过度宽松。（宋兆卿）

潘功胜：

去年信用评级机构收入同比增4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9

日在中国信用评级行业二十年

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表示， 截至

今年上半年， 国内信用评级法人

机构

78

家，专业评级人

2400

多人。

评级机构的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20%

， 去年信用评级机构收入

11.6

亿元，同比增长

43%

。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尹中卿认为，我国信用评级机

构起步较晚，信用市场缺少法律约

束。必须要加快推进有中国特色的

信用评级法律制度建设，既是维护

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需要，

也是对人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贡献。他呼吁尽快出台征信管理条

例，将信用评级纳入监管范围。

尹中卿建议，中国信用立法应

建立信用评级资格进入程序，完善

准入机制，建立退出机制，扶持本

土评级机构发展。要完善信息披露

制度， 通过立法规范信用评级机

构，规范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吴晓灵认为， 中国金融市场缺

乏对失败的容忍程度。 没有失败的

历史数据，没有债券市场的违约率，

我国的评级机构很难找到科学准确

的风险评估方法和数据。 吴晓灵还

对完善信用评级提出去杠杆化的建

议。她认为，基于增信方法评出的结

构性产品杠杆率还是太高， 应将杠

杆率规定为

1%

，减少资产证券化产

品的风险。（张朝晖 毛万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