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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证券业发展现状

2013年， 我国证券市场基础制度和法制建

设稳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修订

提上议事日程；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了重

要进展，新三板市场推向全国，证券公司柜台市

场平稳起步，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规范发展；证

券监管部门进一步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积极保

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为资本市

场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证券公司五大基

础功能得到扩展，行业持续创新、服务实体经济

和客户的能力明显加强； 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继

续扩大，创新业务发展迅速，资产管理业务规模

继续大幅增长，截至2013年底，资产管理规模超

过5万亿元，融资融券业务已成为行业的第三大

收入来源，行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收入结构进

一步优化。

2013年，115家证券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592.41亿元，净利润440.21亿元，较2012年分

别增长22.99%和33.68%；证券公司业务与产品

类型不断丰富，推出国债期货，完成信贷资产证

券化产品上市交易，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股票收益互换等新业务；

各类融资行为增多， 行业整体财务杠杆效应提

高；互联网金融起步，证券公司开始尝试搭建网

络综合服务平台，通过网上开户、在线理财等信

息技术手段拓展金融服务渠道； 行业新一轮并

购重组启动，国际化探索也取得阶段性进展，行

业竞争格局迎来调整良机。同时，行业的合规管

理和风险控制水平有所提升， 为行业的持续发

展保驾护航。

一、证券行业总体情况

（一）证券公司发展情况

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证券公司115家，

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公

司；115家证券公司中，共有19家证券公司在沪、

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共有3家证券公司在香港证

券交易所上市，较2012年新增银河证券1家。

1、证券公司资产规模。 2013年证券公司资

产规模有所扩张。 截至2013年12月31日，115家

证券公司总资产为2.08万亿元， 同比增加

20.93%； 净资产为7538.55亿元， 同比增加

8.57% ； 净资本为 5204.58亿元， 同比增加

4.70%。 在资产规模扩张的同时，行业杠杆倍数

也由2012年的1.61倍扩大到2.02倍。

2、 证券公司业务利润变动和收入结构情

况。2013年证券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592.41

亿元， 同比增加22.99%； 实现净利润440.21亿

元，同比增加33.68%；净利润率为27.64%，回升

0.63个百分点； 行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为

5.84%，上升了1.10个百分点；104家公司实现盈

利，占证券公司总数的90.43%，该比例较2012

年也回升了3.59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表明证券

公司盈利状况较2012年有明显改善。

3、证券公司营业网络分布情况。 截至2013

年底，全国证券公司营业部共5785家，较2012

年增加了522家。 增长较快的区域集中在沿海

地区，这部分营业部分布密集的区域进一步增

加了布局密度，江苏、广东、浙江是增设营业部

最多的区域， 分别增加了82家、66家、55家；部

分中部地区如湖南、河南、陕西等网点扩张也

较快；除港、澳、台三地外，西部地区营业部分

布较为稀疏，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的分布对比

更加突出。

4、证券公司从业人员。 截至2013年底，证

券公司已注册从业人员22.28万人， 从业人员

较2012年减少1.81万人。 从业人员中，一般从

业人员14.12万人， 证券经纪业务营销人员

3957人，证券经纪人4.64万人，证券投资咨询

业务 （分析师）2610人，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投资顾问）2.53万人，保荐代表人2356人，投

资主办人986人。

（二）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发展状况

截至2013年底， 通过中国证监会年检的证

券投资咨询公司共84家，41家被立案稽查暂停

业务。 从地域分布来看，上海、北京和深圳的证

券投资咨询公司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分

别为19家、17家、9家。

（三）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构发展状况

截至2013年底，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从事

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资信评级机构共6家，

未新增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构。

二、证券公司各项业务开展情况

（一）经纪业务

1、市场规模、交易及收入情况。证券公司经

纪业务与市场交易情况密切相关。 2013年随着

股票基金交易量的增长， 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收

入逆转2009年后持续下降的趋势，实现50.62%

的增长，业务净收入达759.21亿元。

2、股票账户情况。截至2013年底，两市A股

账户总数为1.73亿户，净增452.0万户，同比增加

2.69%；B股账户共254.26万户，净增1.2万户，同

比增加0.47%； 基金账户共4445.41万户， 净增

426.72万户，同比增加10.62%。

3、市场集中度情况。2013年，证券经纪业务

的市场集中度与2012年基本保持一致。 2013

年，排名前5家（CR5）和前10家（CR10）的证

券公司股票基金交易量的市场份额， 分别为

26.99% 和 49.12% ， 与 2012 年 的 27.04% 和

48.35%相比，差异不大。

（二）投资咨询业务

投资咨询业务包括证券投资顾问业务和发

布研究报告业务这两种基本的服务形式。 2013

年全年，投资咨询业务发展迅速，业务收入增长

迅速，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5.87亿元，是2012年

的2.26倍。

（三）证券承销与发行业务

2013年证券公司在境内证券交易所市场

（包括A股市场、B股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

场） 证券承销总额为6884.83亿元， 同比增长

77.34%。其中，股票承销总额为2802.76亿元，占

证券承销总额的40.71%； 债券承销总额为

4082.07亿元， 约占证券承销总额的59.29%，比

2012年提高5.18个百分点。

（四）财务顾问业务

2013年上半年和全年， 证券公司财务顾问

业务分别累计实现17.27亿元、44.75亿元的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90.20%、26.02%。 财务顾问业务

在行业总收入的比重也逐步提升，2013年达到

2.81%，同比增加0.07个百分点。

（五）资产管理业务

1、资产管理产品规模情况。截至2013年底，

国内证券公司受托管理资金总计5.20万亿元，

该规模是2012年的2.74倍。其中，集合理财产品

1308只， 期末合计受托管理金额3587.95亿元，

规模增长74.84%； 专项资产管理产品48只，期

末受托管理金额合计111.46亿元， 是2012年的

3.19倍；89家证券公司发行了定向资产管理产

品，合计期末受托管理金额4.83万亿元，是2012

年的2.86倍。

2、资产管理业务收入情况。2013年，证券公

司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的扩大也带来营业收入的

大幅提升； 全年该业务净收入达70.30亿元，是

2012年业务收入的2.63倍； 资产管理业务在行

业总收入中的占比也由2012年的2.07%提高到

4.41%，这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值。

（六）证券自营业务

截至2013年底， 证券公司进行金融产品投

资的资金规模达 6614.80亿元， 同比增加

15.74%。 其中， 债券资产的比重最大， 高达

71.89%； 其次为股票和基金， 投资比例分别为

12.68%和6.36%。

（七）融资融券业务

2013年，转融资业务逐渐成熟，试点证券公

司由30家增至52家；2013年2月，转融券业务试

点正式推出，且9月份业务扩容后，试点证券公

司由11家增至30家， 标的证券由90只扩大至

287只；融资融券标的证券第三次扩容，标的股

票增至700只。

（八）直投业务

1、证券公司直投子公司基本情况。 根据中

证资本市场发展监测中心的统计， 截至2013年

12月底，共有57家证券公司设立直投子公司。其

中，2013年新设8家直投子公司。 57家直投子公

司注册资本合计395.5亿元，总资产合计455.5亿

元，净资产合计431.8亿元。2013年，57家直投子

公司实现净利润共计17.4亿元， 新增对外投资

总额57.4亿元，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金

融业，三个领域投资额占比达81.4%。 2013年，

直投子公司退出项目金额53.7亿元。

2、 直投基金基本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

底，共19家直投子公司发起设立38只直投基金，

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为516.3亿元，已募集资金总

额为304.9亿元,完成募集计划的59.1%。 其中，

2013年发起设立25只直投基金， 终止1只直投

基金。 25只新设直投基金中，7只为股权投资基

金，5只为创业投资基金，11只为夹层基金，2只

为并购基金。 2013年， 直投基金对外投资总额

109.3亿元，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金融业、制造

业，三个领域投资额占比达86.8%。 2013年，直

投基金退出项目金额16.7亿元。

（九）其他业务

1.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统计， 截至2013年

底， 沪市和深市分别有79家和80家证券公司试

点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 并分别有74家和

76家证券公司实际开展该业务。 自两市开展该

业务以来，共完成18686笔初始交易，初始交易

金额共计504.3亿元， 沪市和深市分别为10852

笔、298.6亿元和7834笔、205.7亿元。 其中，购回

交易共计10200笔， 购回交易总额约为258.5亿

元，约占初始交易金额的51.26%。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呈现较高的集中

度，初始交易金额排名前5位的证券公司交易金

额约占行业整体的43.47%，前10位的证券公司

交易金额约占62.70%。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统计， 自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业务开展以来，86家证券公司开通

交易权限， 其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实际开展交

易的证券公司有62家，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实际

开展交易的有79家。 截至2013年底，两市股票

质押式回购初始交易金额共计904.08亿元，其

中60.11亿元已购回，约占6.65%。待购回初始交

易金额846.21亿元， 涉及股票市值2254.36亿

元，平均履约担保比例约为266.41%。 从资金融

出方来看， 约70.53%的资金为证券公司自有资

金，29.47%的资金为证券公司受托客户资金。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呈现较高的集中

度，初始交易金额排名前5位的证券公司交易金

额约占行业整体的40.83%，前10位的证券公司

交易金额约占60.17%。

3.国际业务。 2013年，我国证券公司的国际

化步伐显著加快。 一部分证券公司将触角伸向

我国香港以外的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 在美国

和英国等成熟市场， 少数实力较强的中资证券

公司正在构建交易通道。其中，东南亚市场成为

年内中资证券公司国际业务拓展的重点区域，

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亚洲地区其他国家具有

共同的文化基础、 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经

贸关系，如海通、中信证券等在内的多家证券公

司纷纷加强东南亚业务的发展， 向东南亚市场

进军成为国内证券公司国际化 “梯度推进式”

拓展的重要一步。

在股票承销与发行业务方面，2013年香港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IPO）融资额为217.7亿美

元，其中，中资证券公司在香港市场IPO的市场

份额为45.40%， 与2012年相当；2013年香港市

场再融资总额为268.9亿美元，中资证券公司在

香港市场再融资业务中的市场份额为11.1%，高

于2012年的7.8%。

在债券承销业务方面，2013年，除财政部发

行的面值200亿元人民币约合32.5亿美元的债

券，香港市场共发行531.6亿美元债券，中资金

融机构在香港市场债务业务中的市场份额为

25.4%，承销债券135亿美元。

在兼并与收购业务方面，2013年，与中国企

业有关的跨国并购（收购方或被收购方为中国

企业）业务产生交易规模820.0亿美元，其中中

资证券公司参与的并购交易规模为61.5亿美

元，市场份额为7.5%。

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第一，合格境内机构

投资者（QDII）规模新增。 截至2013年底，已有

14家证券公司获得QDII资格，共获得QDII投资

额度61亿美元。 第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资格扩容。 2013年，中国证监会共批复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5家。 自引入QFII制度以

来，截止到2013年底，中国证监会累计批复251

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前期获得该资格的多

为外资金融机构，2012年中资证券公司开始申

请并获得QFII资格，截至2013年底，共有7家中

资证券公司获得QFII资格，其中5家证券公司于

2013年获批。 2013年7月,中国证监会、中国人

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将QFII投资额度

增加到1500亿美元， 有利于吸引更多境外长期

投资机构进入，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 第三，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业务试

点顺利推进。 RQFII试点将在新加坡、伦敦等地

进一步拓展,将为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扩

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注入新的活力。

2013年中国证券业发展特点

2013年， 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稳步推

进和创新业务的快速发展， 证券行业为我国经

济平稳增长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 与2012年相比，2013年行业发展呈现以下

特点：

一、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监管环境优化，证

券行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2013年，证券行业制度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为行业稳健发展和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重要法规内容涉

及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设立、 证券投资基

金的销售与托管、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

修订、上市公司的监管等。 其中，新股发行制度

改革尤为瞩目， 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改革更是

彰显市场化改革的决心，新三板扩容至全国、优

先股试点顺利推进和国债期货重启则为多层次

资本市场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行业自律新规，内

容涉及证券公司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私募产

品的备案管理、 金融衍生品的柜台交易与风控

管理、证券公司参与区域性股权市场业务规范、

证券公司开立客户账户规范及证券行业诚信体

系建设等多方面。此外，由中国证券业协会牵头

建设的机构间市场实现了证券公司柜台市场之

间的互联互通， 成为场外多层次资本市场重要

的组成部分。

制度建设稳步推进保证了行业治理水平的

进一步完善。2013年中国证监会坚持从严治市，

全年共发布84项行政处罚决定， 同比增加

41.1%。 监管层严格执法，证券行业治理水平显

著提升， 为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和投资者利益提

供了有力保障。

二、场内场外并举，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能力进一步提升

2013年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了

重大进展，场内市场治理改革稳步推进，新三

板市场推向全国，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快速扩

容并呈现出板块分层和融资产品创新等新特

点， 柜台市场平稳起步并成为证券公司私募业

务创新的重要平台。 2013年境内证券市场实现

融资6884.83亿元，同比增长80.1%，其中债券

市场融资4082.07亿元，占比59.29%，较2012年

增长4.34个百分点。

场外证券市场充满活力并逐渐成长为多层

次资本市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重要渠道。其中，

新三板市场是多层次场外市场建设的重点。

2013年1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揭

牌运营。 12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 明确了

其作为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主要为创新型、创

业型、 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服务的市场

定位，挂牌公司范围不再局限于高新技术园区，

符合条件的挂牌公司可以直接向交易所申请上

市， 区域股权市场符合条件的公司也可申请到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这开启了全

国性场外市场建设的新篇章。截至2013年底，在

新三板市场挂牌的公司数量达到356家，市值规

模416.0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8%和35.69%，全

年交易20242.52万股共计8.14亿元， 分别较

2012年增长76.71%和39.38%，57家挂牌公司实

现增发29193.87万股， 融资100236.43万元，比

2012年分别增长51.78%和17.3%。

区域股权市场则是2013年场外市场建设最

具活力的一个部分， 不仅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及

在此挂牌的非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 在融资

产品创新和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方面同样取得显

著进展。 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31家区域股

权中心（含筹备），少数省份甚至拥有多家区域

股权市场， 部分具备区位优势的区域股权市场

还展开了国际化探索。 板块分层和多样化的融

资产品创新是区域股权市场驶入快车道的主要

特征。 一方面，包括浙江股权交易中心、上海股

权托管交易中心等区域股权市场根据财务资质

和信息披露标准差异来实现内部层次划分；另

一方面，除定向增发股权、股权质押融资和私募

债外， 一些区域股权市场还积极探索其他创新

融资产品，诸如优先股融资（浙江），理财和信

托产品交易（齐鲁），私募基金（重庆、上海），

并购重组和衍生品（上海、前海）等。

2013年是国内证券公司柜台市场业务启动

元年。 3月，中国证券业协会相继发布实施《证

券公司私募产品备案管理办法》、《证券公司进

入衍生品柜台交易业务规范》、《证券公司进入

衍生品柜台交易风险管理指引》和《中国证券

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013年版）等规范文件，为证券公司柜台市场

业务的开展提供了规范的环境。进入下半年，部

分场外期权、 权益收益互换交易和股票协议逆

回购业务方案通过专业评价并陆续上线， 为证

券公司柜台市场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多选择。 截

至2013年底，15家试点公司柜台市场相关系统

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14家证券公司为投资者

累计开立98385个柜台产品账户，其中个人账户

97505户，机构账户880户。 13家证券公司共903

只产品上柜交易，包括730笔衍生品交易（包括

729笔互换和1笔场外期权）、163只资产管理产

品、4只其他产品、3笔股票协议逆回购和3只代

销银行理财产品。

同时， 中小企业私募债的试点区域在2013

年进一步扩展至28个省市，全年共有223家发行

人发行247只中小企业私募债，其中上交所109

只， 深交所138只， 共募集资金310.85亿元，较

2012年增长231.57%。 直投业务是证券公司为

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和支持新兴产业成长

的另一条重要途径。 截至2013年末，已有57家

证券公司成立了直投子公司，注册资本达395.5

亿元，同比增长11.31%；共19家直投子公司发

起设立38只直投基金， 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为

516.3亿元，已募集资金总额为304.9亿元。

三、行业基础功能不断完善和加强，服务客

户的能力逐步提高

作为证券公司五项基础功能之一， 是否具

备完善的支付功能关系到证券公司能否顺利推

进业务持续创新和盈利模式转型。 2013年证券

公司支付功能试点名单进一步扩容至10家，国

泰君安成为第一家加入央行大额支付系统的非

银行金融机构， 首次实现证券公司客户和商业

银行账户的直接连通， 对亟待实现财富管理转

型和适应“泛资产管理” 竞争无疑具有里程碑

式意义。

此外，证券公司的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截

至2013年底， 共有32家证券公司发行131只短

期融资券，21家证券公司发行37只证券公司债，

累计融资量分别达到2905.9亿元和1174.6亿

元。受益于此，2013年证券行业杠杆倍数同比提

升25.38%至2.02倍， 在净利率大致持平的基础

上将ROE推升至5.84%，较2012年高出1.1个百

分点。

尽管2013年A股市场IPO暂停，但证券公司

通过加强股票再融资和债券融资业务的拓展，

服务客户的融资能力大幅提升。 全年证券公司

共完成股票再融资2802.76亿元，较2012年增长

117.83%，可转债融资和公司债融资551.31亿元

和 3219.91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61.4%和

73.66%。

四、资产管理规模持续增长，创新业务发展

迅速，证券公司盈利水平稳步提升，收入结构进

一步优化

在政策效应释放和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

下，2013年证券行业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继续快

速增长，截至2013年底，受托管理客户资金规模

达51950.73亿元，同比增长174.37%，首次在管

理资产规模上超越公募基金。受益于规模扩张，

2013年证券行业受托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70.3

亿元，同比增长162.71%。 盈利能力较弱的定向

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占比增长4.23个百分点，而

资产管理业务净收益率仅微幅下降0.6个基点，

表明2013年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盈利能力有

所改善， 与此相应的是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占总

收入的比重从2012年的2.07%升至4.41%。产品

创新和业务线调整是2013年证券公司资产管理

业务发展的主要特点。一方面，大量新产品采用

各种量化对冲策略， 中国证券业协会专项调查

数据显示，2013年有24家证券公司推出了采用

量化对冲策略的集合理财产品；另一方面，中国

证监会发布《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 允许符合条件的证

券公司开展公募基金业务， 同时还规定投资者

超过200人的大集合类产品自6月起停发， 证券

公司资产管理通过“私募+公募” 组合方式有序

发展。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已于12月发行了

首只券商系公募基金产品。

以融资融券为代表的新兴业务迅速成长，

成为证券行业业务结构优化的主要驱动力。

2013年有84家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实

现利息收入184.62亿元， 同比增长250.99%，占

行业营收总额的11.59%， 成为仅次于经纪业务

和自营业务的行业第三大收入来源。截至年底，

融资融券余额和交易额与A股流通市值比重分

别从年初的 0.39%和 5.11%提升至 1.74%和

10.19%， 行业集中度 （CR5） 则由年初的

35.94%下滑至29.46%。

同时， 基于证券公司柜台市场的类融资和

衍生品创新业务在2013年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股票质押式回购于2013年6月正式上线，截至年

底共有86家证券公司开通业务试点权限， 沪市

和深市分别有62家和79家证券公司开展实际交

易， 两市股票质押式回购初始交易规模共计

904.08亿元，涉及股票市值2254.36亿元。

在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方面， 截至年底，

沪、深两市分别有79家和80家证券公司取得试

点资格， 实际开展业务的则分别有74家和76

家，自业务试点以来沪、深两市累计完成18686

笔初始交易，涉及初始交易金额504.3亿元。 股

票收益互换产品是2013年证券公司场外衍生

品业务的重要创新，截至年底，共有19家证券

公司通过场外期权和权益互换业务专业评价，

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备案的互换业务方案

20项，已通过柜台市场完成729笔互换和1笔场

外期权交易。

2013年股指期货交投活跃， 成交量和成交

额分别达到19322.05万手和140.7万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83.91%和85.52%，中国金融期货交易

所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股指期货交易市场。 国债

期货交易重启则为金融机构利率风险管理提供

了重要工具，截至年底总成交328794手，持仓量

3631手。 此外，中国证监会2013年共核准22单

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项目， 涉及10家证券公司

505亿元产品规模，其中东方证券完成了业内首

单小额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并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

五、互联网金融起步、并购整合和国际化，

证券行业竞争格局调整进入新时代

随着业务创新持续深化， 互联网金融方兴

未艾， 大量证券公司开始尝试搭建网络服务平

台，通过网上开户、在线理财等信息技术手段拓

展金融服务渠道，实现线上和线下双向布局。与

此同时，2013年部分证券公司启动了新一轮并

购整合，国际化探索也取得阶段性进展，促使证

券行业竞争格局迎来调整良机。

证券公司业务与互联网的结合将推动业务

转型进一步深化。 2013年是国内证券公司主动

探索互联网金融之路的元年， 打造网络金融平

台、增强客户黏性成为共同选择。 其中，部分证

券公司选择在天猫或淘宝开设电子商城， 向客

户提供各类金融产品销售服务， 另一些证券公

司则选择自行建立电子金融商城， 打造特色化

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

与此同时，一些证券公司选择与电商合作

以拓展电子金融服务平台的外延。 以国泰君安

与微信合作推出的“微理财” 为例，服务项目

包括微信开户、LBS营业部定位、AI及人工交

互、资讯图文推送、微账户、微交易等，能够为

投资者客户提供完整的O2O闭环快捷开户体

验。 投资者借助移动信息终端可以实现网上开

户、第三方存管的“一步式” 签约。 基于综合金

融服务平台的竞争势必将证券行业盈利模式

转型推向“深水区” ，技术资本、缄默资本和资

金资本在未来差异化竞争时代的重要性将愈

发凸显。

2013年，证券公司并购与整合纷起，并延

伸至其他金融子行业。 通道业务式微和网络金

融冲击，迫使证券公司纷纷求变谋新，行业整

合和差异化竞争成大势所趋。2013年8月，方正

证券宣布并购民族证券；11月， 宏源证券则公

告称与申银万国证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除证

券行业内并购外，海通证券还公告收购恒信金

融集团100%的股份， 将金融租赁业务纳入公

司版图，这是国内证券公司首次收购金融租赁

公司。

同时，证券行业的国际化加速推进，借道区

域化迈向全球。 2013年，我国证券公司的国际化

步伐明显加快，我国香港市场依然是国内证券公

司海外布局的第一站，东南亚市场成为国内证券

公司区域化战略的重点目标，少数实力较强的证

券公司则已将触角延伸至英、美成熟市场和其他

新兴市场国家。 在香港市场，2013年已有23家国

内证券公司在港设立子公司，中资证券公司IPO

和再融资市场份额分别为45.4%和11.1%， 分别

较2012年增加4.4和3.3个百分点，在债券市场和

人民币债券业务的市场份额分别为25.4%和

34.7%。 在并购业务方面，2013年中资证券公司

共参与61.5亿美元中资企业跨国并购交易项目，

市场份额为7.5%。 同时，2013年获得QFII资格的

中资证券公司增至7家， 累计获批额度5亿美元，

证券系境外法人获批RQFII额度276.5亿元，占

52家境外法人获批总额度的17.56%。

事实上，2013年国内证券公司国际化征程

已迈出香港， 走向东南亚乃至全球。 中信证券

和海通证券分别发行8.42亿美元和9亿美元的

境外美元债券，前者收购里昂证券已正式收官，

整合后的业务网络将覆盖美国、英国、日本、澳

洲、新加坡、印度、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和泰国等海外市场， 同时还与俄罗斯

新兴投行VTB� Capital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

在美国申请证券执业牌照。 海通证券则已在新

加坡筹建分支机构， 并积极尝试收购当地投行

以拓展东南亚业务。 同样将目标瞄准东南亚市

场的还有国金证券和太平洋证券等， 前者于5

月收购香港粤海证券，后者则出资3120万元与

老挝农业促进银行、 老挝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在

万象设立合资证券公司。 此外， 招商证券和广

发证券将视线投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前者在

伦敦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国招商证券 （英国）公

司， 后者则通过收购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

持 有 的 英 国 NCM 期 货 公 司（Natixis�

Commodity� Markets� Limited）以获得英国

主要期货交易所的会员结算资格。 （中国证券

业协会组织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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