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展企业服务 觊觎资管业务

互联网券商多赛道谋“超车”

本报记者 罗晗 郭梦迪

当前，港股经纪业务孕育出了一批互联

网券商，它们以技术优势、简洁流程以及超

低佣金获取了大量客户，正在逐渐改变港股

业务生态。在港股起家的富途证券上市后的

首份财报显示，其业务正趋于多元化，特别

是将企业服务业务纳入发展重点。 另一边，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内地A股经纪业务，传

统券商也争相搭乘互联网快车，致力于用金

融科技实现转型。

猛攻港股业务

富途证券的母公司富途控股近日公布

了登陆纳斯达克之后的第一份季度财报。数

据显示， 一季度， 富途证券营收同比增长

37.1%， 达2.36亿港元； 毛利润同比增长

45.9%，达1.75亿港元。 就业绩而言，富途证

券表现平稳。 但在香港市场，富途证券实现

了爆发式增长：一季度香港地区有资产客户

数同比增长139.5%。

从为内地投资者提供港股经纪业务，到

为香港投资者提供股票经纪业务，富途证券

抓住了香港股票市场的机遇。这种机遇不仅

存在于港股投资，还存在于不同需求的投资

者。 2014年、2016年，沪港通、深港通相继开

通，内地投资者对港股市场的投资意识随之

加强，但却苦于港股通账户的高门槛，而如

果找香港传统券商开户，却可能面临流程复

杂、交易体验差、佣金昂贵的窘境。不仅是内

地投资者，对于香港地区的投资者，也同样

面临着香港传统券商交易手续费高、流程繁

琐缓慢等问题。

港股交易手续费有多高？ 除了佣金，投

资者要为每一笔港股交易支付印花税 （每

宗交易金额的0.1%）、交易征费（每宗交易

金额的0.003%）、交易费（每宗交易金额的

0.005%）以及中央结算费（每宗交易金额

的0.002%，100港元封顶），再加上高昂的券

商佣金，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两地投资者面临的这个“痛点” ，正是

互联网券商的专长所在： 它们凭借技术优

势， 能够以低成本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

富途证券官网显示： 港股佣金万分之三，最

低3港元。

实际上，发现这一“蓝海” 市场的远不

只是富途证券一家，老虎证券、华盛证券等

诸多互联网券商也都已在港股业务领域耕

耘多时。

成立稍晚的老虎证券， 主要提供美股、

港股、英股、A股（沪港通、深港通）等全球

四大市场的股票投资服务。老虎证券做美股

起家，业务逐渐拓展至港股市场。 根据老虎

证券的招股说明书，2018年9月， 老虎证券

通过成立子公司收购香港券商以获取牌照，

以便在香港拓展业务。

今年3月， 老虎证券也紧随着富途证券

的脚步，登陆了纳斯达克。 但截至今年一季

度，老虎证券还没实现盈利。 2019年第一季

度，归属于老虎证券公司的净亏损达到290

万美元，相比去年同期约200万美元的亏损

有所扩大。

此外，由新浪战略入股的华盛证券正在

攻城略地。 借用股东资源，华盛证券十分注

重KOL（关键意见领袖）的培养。据悉，其在

微博已签约上百位财经大V，覆盖数千万粉

丝，资讯月阅读量达数十亿。 作为互联网券

商，华盛证券自主研发出交易平台，提供全

程线上化的港股、美股投资服务，目前其港

股交易佣金为万分之三。

互联网券商们利用成本优势，为广大个

人投资者提供低佣金服务。有的互联网券商

甚至喊出了“零佣金”的口号。 互联网券商

的低价策略，改变了传统港股经纪业态。

佣金如此之低，甚至免佣金，互联网券

商还能赚到钱吗？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佣金

只能带来小额利润，但高频交易仍可带来可

观收入。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富途证

券和华盛证券官网，都注明将对每笔订单收

取15港元的平台使用费。

以技术为优势的互联网券商，对研发保

持着高投入。 为加快今年新品种业务上线，

富途证券一季度的研发费用为5340万港

元，较2018年一季度的3080万港元，同比增

长73.4%。 “投资技术让投资者共享全世界

优秀企业快速发展的红利，正是对未来最大

的投资。 ”富途证券表示。

主打经纪 拓展其他

经纪业务自然是互联网券商们无可争

议的主业。 今年第一季度，富途证券交易佣

金及手续费业务收入1460.4万美元，占总营

收的48.5%；老虎证券今年一季度佣金收入

占比高达66.2%。

不过，从交易额来看，目前互联网券商

的“出海”经纪业务还在起步阶段。 富途证

券2018年全年交易额为9070亿港元， 而老

虎证券三年累计的交易额才达到万亿元人

民币的规模。

业内人士指出， 面对如此的交易量，要

想扩大营收，互联网券商可以一心一意地深

耕经纪业务，做大市场规模，提升交易总量；

或是在兼顾经纪业务的同时， 发展其他业

务。 目前来看，后者更受到互联网券商的认

同。

2019年一季度， 富途证券利息收入为

1374.2万美元，占比上升至45.6%，融资业务

已经成为富途证券的收入的重要来源。与此

同时，富途证券还明确表示要发力“B端” ，

即企业客户。富途证券在此前举办的新品发

布会上提到， 其正在向诸如IPO承销以及

ESOP（员工持股计划）等企业服务业务发

力。

去年， 富途证券已为港股上市的小米、

美团、华兴资本、同程艺龙等，美股上市的新

氧、 云集等， 提供了IPO分销服务。 此外，

ESOP（员工持股计划）服务也成为富途证

券的布局重点，其已成为腾讯、同程艺龙、蘑

菇街、云集、猎聘、知乎、喜马拉雅的ESOP服

务供应商。

富途证券横向拓展业务并非孤例。今年

一季度， 老虎证券的利息收入占比27.1%，

其他收入约6.7%。在此前发布的招股说明书

中，老虎证券表示，将面向机构推出私募孵

化服务并涉足资管业务。

传统券商“牵手”互联网

互联网券商给传统港股经纪业态带来

的冲击，只是当前券业金融科技化转型大潮

中的一朵浪花。 富途证券的第二大股东腾

讯， 不仅在互联网券商领域投下了真金白

银，还与传统券商展开合作。近日，腾讯与银

河证券签署金融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对于合

作伙伴银河证券来说，这是继与阿里云签订

全面数据智能化合作协议后，其与互联网巨

头签订的又一份战略合作协议。

银河证券与腾讯将共同探索云计算技

术在证券行业互联网技术架构转型的潜在

应用，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级

身份认证、金融舆情、智能投顾、智能风控、

企业图谱等场景下的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

以安全合规的高效率技术架构和智能化金

融应用产品，提升银河证券运营效能和服务

智能化水平。

“与券商业务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人

工智能的运用，特别是在经纪业务下行的市

场下，布局人工智能将为券商成功转型财富

管理取得先发优势。 ”长城证券非银行金融

组分析师刘文强指出，人工智能将利用深度

学习等技术， 帮助客户实现更加智能化、数

据化的投资，提升客户体验，并降低投顾的

成本。

目前，各大券商在人工智能上的布局最

为明显，智能客服、智能投顾产品频出。人工

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数据核心和云计算等技

术，华泰的涨乐财富通6.0、国泰君安的富易

3.0、 海通证券的金融云等均是业内的代表

之作。

国内券商与互联网机构的合作方兴未

艾。 近年来，证券公司频频“牵手” 互联网。

2017年9月，腾讯耗资24亿元人民币认购中

金2.075亿H股新股， 持股比例为4.95%，成

为中金公司第三大股东。 2019年2月，阿里

巴巴集团透露， 已完成对中金公司的入股，

持有中金公司港股约2.03亿股，占其港股的

11.74%和已发行股份的4.84%。

2018年11月， 国泰君安与腾讯签署金

融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表示将积极探索

以云端金融科技提升业务运营及创新效率,

为投资者提供系统化的高质量智能金融服

务体验。

2018年12月， 财通证券牵手蚂蚁金服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次双方的合作重点在

于财富管理领域，包括金融云、智能风控平

台、 金融产品服务等方面都将全面展开合

作。

天风证券研报指出，目前，证券行业对

金融科技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移动终端建设、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 移动终端建设方

面，发展微信公众号、微博、网站等多种展业

平台模式， 并不断进行系统的完善和升级，

持续引流客户，提高客户活跃度。 在大数据

方面，建设数据平台，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

和应用，主要应用于股价预测、资产管理、客

户关系管理和企业数字化运营。在人工智能

方面，开发智能投顾、智能客服、智能选股、

智能移动应用。

刘文强表示，金融科技在券商轻重资产

业务两方面均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未来随着

财富管理的转型，金融科技将助力公司实现

产品的精准营销，交叉销售，降低获客成本，

增加客户黏性。 而在重资产业务转型方面，

金融科技将助力公司提高风险识别和管理

能力，降低坏账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

ROE水平，进而提升估值水平。 券商科技化

程度提高，科技属性会进一步增强，估值中

枢也可能相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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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途控股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7%

收入结构趋向多元

□

本报记者 罗晗

富途控股5月24日公布了2019财

年第一季度未审计财报， 这是富途自

今年3月8日在纳斯达克上市以来的首

份季报。 数据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一财

季营收同比增长37.1%， 达2.364亿港

元。 收入结构方面，2016年至今，富途

控股全资子公司， 也是其主要的业务

载体———富途证券， 对交易佣金及手

续费业务收入的依赖逐步降低， 并正

在努力开拓企业客户， 同时开始实施

国际化战略。

营收同比上升37%

2019年一季度， 富途控股收入同

比增长37.1%，达2.364亿港元（3010万

美元），毛利同比增长45.9%，达1.752

亿港元，毛利率达74.1%，较去年同期

提升4.4个百分点； 按非美国通用会计

准则（Non-GAAP）计算，实现净利润

4930万港元，同比增长2.5%。

富途控股表示，其核心业务保持高

速增长， 客户与资产交易数据明显提

升。 其中，美股业务增速显著。 一季度，

富途上线了美股LV2行情、美股打新等

诸多重磅功能和产品，促使美股交易量

提升。财报显示，一季度，美股有资产客

户数同比增长62.9%，客户美股资产达

32亿美元。

从收入结构来看，富途控股多元化

趋势明显。 2016年至2018年，富途对交

易佣金及手续费业务收入的依赖逐步

降低。 2016年，该项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为85.62%， 但到2018年降至50.29%。

今年一季度，交易佣金及手续费业务占

总营收达 1.146亿港元 （1460万美

元）， 占比进一步降至48.5%。 与此同

时，利息收入占比不断提升。 2016年，

利息收入占比仅为7%， 到2018年末，

这一比例上升至44%。 今年第一季度，

利息收入占比再度提升至45.6%，达

1.079亿港元（1370万美元）。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富途控

股的其他收入占总营收的5.9%。 值得

注意的是， 其他收入包含企业服务业

务，而这一业务正是富途控股当前的一

大“发力点” 。 5月8日，富途控股推出

企业服务新品牌———富途安逸，将聚焦

于新经济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的两大

业务：一是海外IPO分销业务，二是员

工持股计划（ESOP）解决方案，为新

经济企业提供贯穿上市前后的ESOP

全线上一站式服务。

截至目前，富途控股已为港股上

市的小米、美团、华兴资本、同程艺龙

等，美股上市的新氧、云集等，提供

IPO分销服务，并拿下了瑞幸咖啡独

家打新份额。 在ESOP服务侧，富途

已成为腾讯、同程艺龙、蘑菇街、云

集、猎聘、知乎、喜马拉雅ESOP服务

供应商。

积极提升客户黏性

2019年， 富途控股开始发力国际

化战略，其中以香港地区作为国际化战

略第一站。 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

度，该公司在香港的有资产客户数同比

增长139.5%。

富途控股在研发方面投入了重金。

为加快今年新品种业务上线，富途一季

度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当季研发费用为

5340万港元（680万美元）。富途表示，

投资技术让投资者共享全世界优秀企

业快速发展的红利，正是对未来最大的

投资。

除了搭建技术基础设施、创新产品

模式，富途持续打磨产品与服务，优化

用户体验， 如港股美股免费LV2行情、

港美股IPO跨市场打新等。 今年一季

度，富途客户留存率高达98%，显示出

客户对其极高的忠诚度。

富途控股首席执行官李华表示：

“我们将继续聚焦长期能力的建设，进

一步加大产品和研发投入，持续强化已

经取得的产品、服务和用户体验上的优

势。我们正在研发一系列的新产品和新

特性， 相信这些新产品将吸引更多客

户，提高现有客户群的黏性，帮助客户

更有效地管理资产。 ”

适应科创板跟投机制

券商积极增资另类投资子公司

□

本报记者 郭梦迪

中信建投、 华泰证券日前公告显

示，这两大券商董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对各自旗下另类投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的议案。 业内人士指出，参与跟投有助

于券商更审慎合理地对发行人股票进

行定价，公平合理的发行价格不仅是投

行专业能力的体现，更是科创板长久健

康发展的基础。

增资另类子公司

中信建投5月28日称，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对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同意对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增资人民币

12亿元。

同一天，华泰证券公告称，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将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华泰创新投资” ）注册资本增

加至人民币35亿元， 用于华泰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的业务开展及相关投资。

中信建投投资为中信建投的全资

另类投资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为华泰

证券全资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业内人士

指出，科创板开闸在即，中信建投和华

泰证券为另类子公司增资或是为科创

板跟投做准备。 作为龙头券商，这两家

券商保荐的科创板项目都名列前茅，因

而后续跟投需要的资本金也比较多。

除去为另类投资子公司增资之外，

还有不少券商正在抓紧时间设立另类

投资子公司。 西部证券日前公告，董事

会同意公司出资10亿元设立另类投资

子公司。 其表示，公司设立另类投资子

公司，是顺应国家推出科创板的政策机

遇，满足科创板跟投的要求。

今年以来， 浙商证券和山西证券

相继发布了关于完成设立另类投资子

公司的公告， 国投安信也发布了关于

子公司安信证券完成设立另类投资子

公司的公告。 浙商证券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

次设立另类投资子公司， 是在为科创

板跟投做准备。

倒逼投行转型

业内人士认为，设立科创板及试点

注册制，意味着国内券商要从服务机构

和保荐机构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投行，

要具有销售能力和投研能力，要对投资

人有真正的了解。

“公司设立另类投资子公司，可以

为公司相关业务开展提供支持平台，发

挥协同效应，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

力。 ” 西部证券表示。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

券商已多次组织跨部门、跨业务条线的

“头脑风暴” ，集结有经验的投行、研究

部门、自营、投资子公司、风控等相关部

门的骨干成员组成科创板专项工作团

队，从投行中介业务、股权投资业务、定

价发行业务、经纪业务、研究业务、风险

控制等各条线全面对接科创板，针对科

创板全周期进行深度探索。

南方某券商投行人士坦言：“跟投

机制倒逼投行从传统通道业务思维向

价值发现思维方向转变。 监管部门要

求跟投也是防止投行随意定价的有效

预防手段。 公平合理的发行价格，不仅

是投行专业能力的体现， 更是科创板

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 这符合投行的

利益，更符合市场的利益。 对特定企业

给出符合市场预期并能让多方满意的

均衡价格， 是投行未来生存发展的核

心能力。 ”

申万宏源证券非银行金融组分析

师马鲲鹏认为，跟投持有股票、后续通

过退出获得投资收益，不是券商盈利的

主要模式。要真正实现以投行业务为入

口开展资本中介业务的发展方向，券商

应该通过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包括融券

业务和基于持有的股票做衍生品创设

业务，作为主要盈利模式。

拓展企业服务 觊觎资管业务

互联网券商多赛道谋“超车”

□本报记者 罗晗 郭梦迪

当前，港股经纪业务孕育出了一批互联网券商，它们以技术优势、简洁流程以及超低佣

金获取了大量客户，正在逐渐改变港股业务生态。 以港股起家的富途证券上市后的首份财报

显示，其业务正趋于多元化，特别是将企业服务业务纳入发展重点。 另一边，面对竞争日益激

烈的内地A股经纪业务，传统券商也争相搭乘互联网快车，致力于用金融科技实现转型。

猛攻港股业务

富途证券的母公司富途控股近日公布了登陆

纳斯达克之后的第一份季度财报。 数据显示，一季

度，富途证券营收同比增长37.1%，达2.36亿港元；

毛利润同比增长45.9%， 达1.75亿港元。 就业绩而

言，富途证券表现平稳。但在香港市场，富途证券实

现了爆发式增长：一季度香港地区有资产客户数同

比增长139.5%。

从为内地投资者提供港股经纪业务，到为香港

投资者提供股票经纪业务，富途证券抓住了香港股

票市场的机遇。 这种机遇不仅存在于港股投资，还

存在于不同需求的投资者。 2014年、2016年，沪港

通、深港通相继开通，内地投资者对港股市场的投

资意识随之加强， 但却苦于港股通账户的高门槛，

而如果找香港传统券商开户， 却可能面临流程复

杂、交易体验差、佣金昂贵的窘境。不仅是内地投资

者，对于香港地区的投资者，也同样面临着香港传

统券商交易手续费高、流程繁琐缓慢等问题。

港股交易手续费有多高？ 除了佣金，投资者要

为每一笔港股交易支付印花税 （每宗交易金额的

0.1%）、交易征费（每宗交易金额的0.003%）、交易

费（每宗交易金额的0.005%）以及中央结算费（每

宗交易金额的0.002%，100港元封顶），再加上高昂

的券商佣金，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两地投资者面临的这个“痛点” ，正是互联网

券商的专长所在：它们凭借技术优势，能够以低成

本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 富途证券官网显示：港

股佣金万分之三，最低3港元。

实际上，发现这一“蓝海” 市场的远不只是富

途证券一家，老虎证券、华盛证券等诸多互联网券

商也都已在港股业务领域耕耘多时。

成立稍晚的老虎证券，主要提供美股、港股、英

股、A股（沪港通、深港通）等全球四大市场的股票

投资服务。 老虎证券做美股起家，业务逐渐拓展至

港股市场。 根据老虎证券的招股说明书，2018年9

月，老虎证券通过成立子公司收购香港券商以获取

牌照，以便在香港拓展业务。

今年3月，老虎证券也紧随着富途证券的脚步，

登陆了纳斯达克。 但截至今年一季度，老虎证券还

没实现盈利。 2019年第一季度，归属于老虎证券公

司的净亏损达到290万美元， 相比去年同期约200

万美元的亏损有所扩大。

此外，由新浪战略入股的华盛证券正在攻城略

地。 借用股东资源，华盛证券十分注重KOL（关键

意见领袖）的培养。 据悉，其在微博已签约上百位

财经大V，覆盖数千万粉丝，资讯月阅读量达数十

亿。 作为互联网券商，华盛证券自主研发出交易平

台，提供全程线上化的港股、美股投资服务，目前其

港股交易佣金为万分之三。

互联网券商们利用成本优势，为广大个人投资

者提供低佣金服务。 有的互联网券商甚至喊出了

“零佣金”的口号。互联网券商的低价策略，改变了

传统港股经纪业态。

佣金如此之低，甚至免佣金，互联网券商还能

赚到钱吗？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佣金只能带来小额

利润，但高频交易仍可带来可观收入。 中国证券报

记者注意到，在富途证券和华盛证券官网，都注明

将对每笔订单收取15港元的平台使用费。

以技术为优势的互联网券商，对研发保持着高

投入。 为加快今年新品种业务上线，富途证券一季

度的研发费用为5340万港元， 较2018年一季度的

3080万港元，同比增长73.4%。“投资技术让投资者

共享全世界优秀企业快速发展的红利，正是对未来

最大的投资。 ”富途证券表示。

传统券商“牵手”互联网

互联网券商给传统港股经纪业态带来的冲击，

只是当前券业金融科技化转型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富途证券的第二大股东腾讯，不仅在互联网券商领

域投下了真金白银，还与传统券商展开合作。近日，

腾讯与银河证券签署金融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对于

合作伙伴银河证券来说，这是继与阿里云签订全面

数据智能化合作协议后，其与互联网巨头签订的又

一份战略合作协议。

银河证券与腾讯将共同探索云计算技术在证

券行业互联网技术架构转型的潜在应用，以及大数

据、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级身份认证、金融舆情、智

能投顾、智能风控、企业图谱等场景下的技术研发

和应用落地，以安全合规的高效率技术架构和智能

化金融应用产品，提升银河证券运营效能和服务智

能化水平。

“与券商业务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人工智能

的运用，特别是在经纪业务下行的市场下，布局人

工智能将为券商成功转型财富管理取得先发优

势。 ” 长城证券非银行金融组分析师刘文强指出，

人工智能将利用深度学习等技术，帮助客户实现更

加智能化、数据化的投资，提升客户体验，并降低投

顾的成本。

目前， 各大券商在人工智能上的布局最为明

显，智能客服、智能投顾产品频出。人工智能的发展

离不开数据核心和云计算等技术，华泰的涨乐财富

通6.0、国泰君安的富易3.0、海通证券的金融云等均

是业内的代表之作。

国内券商与互联网机构的合作方兴未艾。近年

来，证券公司频频“牵手” 互联网。 2017年9月，腾

讯耗资24亿元人民币认购中金2.075亿H股新股，

持股比例为4.95%， 成为中金公司第三大股东。

2019年2月，阿里巴巴集团透露，已完成对中金公

司的入股，持有中金公司港股约2.03亿股，占其港

股的11.74%和已发行股份的4.84%。

2018年11月， 国泰君安与腾讯签署金融科技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表示将积极探索以云端金融科

技提升业务运营及创新效率,为投资者提供系统化

的高质量智能金融服务体验。

2018年12月， 财通证券牵手蚂蚁金服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这次双方的合作重点在于财富管理领

域，包括金融云、智能风控平台、金融产品服务等方

面都将全面展开合作。

天风证券研报指出，目前，证券行业对金融科

技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移动终端建设、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方面。移动终端建设方面，发展微信公众号、

微博、网站等多种展业平台模式，并不断进行系统

的完善和升级，持续引流客户，提高客户活跃度。在

大数据方面，建设数据平台，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

和应用，主要应用于股价预测、资产管理、客户关系

管理和企业数字化运营。 在人工智能方面，开发智

能投顾、智能客服、智能选股、智能移动应用。

刘文强表示，金融科技在券商轻重资产业务两

方面均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未来随着财富管理的转

型， 金融科技将助力公司实现产品的精准营销，交

叉销售，降低获客成本，增加客户黏性。而在重资产

业务转型方面，金融科技将助力公司提高风险识别

和管理能力，降低坏账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

ROE水平，进而提升估值水平。 券商科技化程度的

提高，科技属性会进一步增强，估值中枢也可能相

应上升。

主打经纪 拓展其他

经纪业务自然是互联网券商们无可争议的主

业。 今年第一季度，富途证券交易佣金及手续费业

务收入1460.4万美元，占总营收的48.5%；老虎证券

今年一季度佣金收入占比高达66.2%。

不过，从交易额来看，目前互联网券商的“出

海” 经纪业务还在起步阶段。 富途证券2018年全年

交易额为9070亿港元，而老虎证券三年累计的交易

额才达到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

业内人士指出，面对如此的交易量，要想扩大

营收， 互联网券商可以一心一意地深耕经纪业务，

做大市场规模，提升交易总量；或是在兼顾经纪业

务的同时，发展其他业务。目前来看，后者更受到互

联网券商的认同。

2019年一季度， 富途证券利息收入为1374.2

万美元，占比上升至45.6%，融资业务已经成为富

途证券的收入的重要来源。 与此同时，富途证券还

明确表示要发力“B端” ，即企业客户。富途证券在

此前举办的新品发布会上提到，其正在向诸如IPO

承销以及ESOP（员工持股计划）等企业服务业务

发力。

去年，富途证券已为港股上市的小米、美团、华

兴资本、同程艺龙等，美股上市的新氧、云集等，提

供了IPO分销服务。 此外，ESOP（员工持股计划）

服务也成为富途证券的布局重点， 其已成为腾讯、

同程艺龙、蘑菇街、云集、猎聘、知乎、喜马拉雅的

ESOP服务供应商。

富途证券横向拓展业务并非孤例。 今年一季

度， 老虎证券的利息收入占比27.1%， 其他收入约

6.7%。在此前发布的招股说明书中，老虎证券表示，

将面向机构推出私募孵化服务并涉足资管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