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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利”———利国利民

以感恩之心履行社会责任

在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

运、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广发证券30年来的持续健康发

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公司也始终怀抱感恩之心，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以自身的能力和善意来报效国家、回馈社会。

广发证券积极践行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和公益慈善

等社会责任，先后帮扶了粤北山区的龙溪村、百家洞村和

天井岗村，国家级贫困县海南省五指山市、临高县和白沙

黎族自治县。

在精准扶贫的工作实践中， 广发证券利用自身金融

专业优势，创造性地探索出“党建扶贫、金融扶贫、产业

扶贫、教育扶贫、公益扶贫” 五位一体的立体帮扶措施，

带动超过500户贫困户2000名贫困人口脱贫，助力3个国

家级贫困县脱贫退出， 实现了扶贫工作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最大化。

2017年，广发证券结合证券业务特点，在行业内首

创融资租赁金融扶贫新模式。融资租赁方便灵活、操作高

效的特点， 更加贴合对接贫困地区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

的融资需求。

2019年，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广发证券与联合国

粮农组织、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合作开展的“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 项目正式启动，在湖北省来凤县、

湖南省龙山县、海南省白沙县、四川省美姑县等4个国家

级贫困县打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 ， 通过

“互联网+农业+金融” 的模式，对16个试点村进行全方

位帮扶。

在其他公益领域，广发证券积极关注教育、环境和生

态发展，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系统化投身社会公益。 早在

2011年，广发证券便联合旗下子公司广发基金、广发期

货、广发信德共同发起设立了广发证券社会公益基金会，

成为中国第一家以券商作为主要发起人并获得社会组织

评估最高等级5A级的基金会。

多年来，广发证券社会公益基金会先后开展了“广

发证券大学生微创业行动”“广发证券满天星乡村儿童

阅读计划”“青春助力贫困生关爱计划” 及“广发证券珍

珠班” 等一大批有较强影响力的社会公益项目，累计公

益支出超1.6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发证券持续关注疫情发

展情况。 在2020年春节当天，公司紧急捐款1000万元，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设立广发证券防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基金。 捐款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用于采购医院

防疫设备及相关医护防疫急需物资， 驰援疫情防控工

作。 截至目前，广发证券全系统已累计捐赠疫情防控资

金达5710万元。

广发证券30年 求实创新 迈向高质量发展

三十而立，2021年9月8日， 成立于1991年的广发证券迎来30

周岁生日。

30年春华秋实，合着时代发展的步伐，伴随着证券行业从筚

路蓝缕到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历程，一代又一代广发人秉持“知识

图强、求实奉献；客户至上、合作共赢” 的价值观，以努力、再努力

的拼搏精神，践行着时代青年的金融报国之梦。 今天，广发证券已

从一家只有6名员工、1000万元营运资本的银行证券部，发展成为

拥有12300多名员工、总资产5057亿元，主要指标连续27年稳居

行业前十的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

驻足30年的历史节点，回顾奋斗历程，总结经验感悟，为历史

赋予意义，为未来找准方向。 行业一流的专业能力、敢为人先的创

新精神、饮水思源的社会责任感、拼搏奋进的企业文化，是广发证

券30年风雨前行的强大动力。

三十而“立”———立足市场

以投研能力驱动大财富管理

“十四五” 规划纲要指出，要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

入， 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

需求的金融产品；近期，中央财经

委第十次会议强调， 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高质量

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由此可以

看到，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满足居民养老、子女教育、财富保

值增值等需求， 助力社会共同富

裕， 成为财富管理行业新的历史

使命———这是广发证券的优势所

在，也是职责所在。

作为综合实力排名靠前的大

型综合券商，广发证券拥有投资银

行、财富管理、交易及机构和投资

管理等全业务牌照，旗下全资子公

司包括广发期货、广发信德、广发

乾和、 广发资管、 广发控股 （香

港）、广发融资租赁、广发合信，控

股广发基金， 参股易方达基金，形

成了金融集团化架构。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积累，广发

证券在大财富管理领域已形成领

先优势。 2019年以来，证券经纪业

务收入、代销金融产品收入均位列

行业前5；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公

司代销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

规模位列券商行业第3。 今年上半

年，广发资管私募主动管理资产月

均规模行业排名第5。 广发基金和

易方达基金均是基金行业的领军

企业，创造了资管行业的“广发现

象” 。

作为大财富管理能力的重要

支撑， 广发证券的投研能力突出，

研究业务名列市场前茅， 自2017

年起，连续多年获得新财富本土最

佳研究团队第一名。2020年“中国

证券业分析师金牛奖” 评选中，广

发证券荣获“五大金牛研究团队”

第一名，连续第七年获得金牛研究

团队，6位首席分析师获得 “最具

价值首席分析师金牛奖” 。

通过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实现产品全流程管理体系，公司汇

聚了资本市场和广发系统内优秀

的投资能力，致力于为客户创造长

期、稳定、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截至

目前， 广发证券在全国31个省市

自治区设立证券营业部288家，服

务客户数超过1200万， 管理客户

资产规模超过3万亿元。 同时，公

司积极推进投顾服务向数字化、智

能化发展，持续锻造专业化投顾队

伍，截至2021年6月底，广发证券

投资顾问团队人数已经超过3760

名，连续10年行业排名领先。

三十而“厉”———厉行创新

以持续创新谋求转型发展

百年近代史，广东均是领时代

风气之先的创新之地，改革开放以

来更是担当了探路先锋的历史使

命。 大潮起珠江，广发证券秉承了

敢为人先的文化基因，始终以创新

为源动力，锐意进取、求实开拓，成

为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的重要参与

者和见证者。 从投资银行、证券经

纪到金融科技，为每一次行业变革

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为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

助力国企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过程中，广发证券的投行业务开多

个行业先河。 例如，1994年，广发

证券在担任星湖股份主承销商时，

创造性地提出并制定了 “全额预

缴、比例配售、余额即退” 的发行

方式。 2000年，广发证券在主承销

闽东电力中首次采用 “荷兰式竞

标法” 新股定价发行方式。 2005

年， 在长江电力股权分置改革中，

广发证券首次采用“认股权证”方

式； 在武钢股份股权分置改革中，

广发证券提出蝶式权证理念，首次

采用送股加上“认购权证+认沽权

证”方式。

在为投资者提供财富管理服

务， 助力居民分享国家改革发展

红利的过程中， 广发证券的经纪

业务开启了一条变革创新之路。

从2008年开始， 广发证券着手从

经纪业务客户服务上进行创新，

于2009年2月成立经纪业务管理

部客户服务部。 2010年广发证券

率先在业内提出“经纪业务向财

富管理转型” 的思路，并于同年

在国内券商中率先成立财富管理

中心， 为国内居民庞大的储蓄资

产探寻更加多元化的投资路径。

在服务手段创新方面， 广发证券

打造的全流程陪伴式财富管理平

台易淘金App，为近3000万个人

用户提供全天候优质服务， 用户

活跃率排名稳居券商前列； 构建

的“贝塔牛” 智能投顾产品，实现

金融产品的精准推荐；推出“有

问必答” 系统，用户可以随时随

地在线向7000名专业顾问发起业

务咨询。

广发证券还持续深化科技金

融模式，不断提升科技金融水平，

为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服

务，并积极为各项管理、业务、服

务赋能。 在交易与机构业务方面，

持续完善经纪业务极速交易体

系，自主研发“广发投易通” 投资

交易终端及“广发智汇” App；在

投资交易方面 ， 自主研发的

GFQG量化策略平台， 助力公司

在沪深交易所的三个期权品种全

部获得最高AA评级；在合规风控

方面， 借助数据和AI技术打造的

“数字化合规与风控监控体系”

（DCAR），为全集团、全业务提

供实时、连续、穿透式的合规与风

险管理。截至2020年底，公司累计

申请发明专利39项、 实用新型专

利3项、软件著作权19项。

三十而“励”———励精图治

以文化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

广发证券的企业文化源远流长， 自公司诞生之日

起，以创始人陈云贤博士为代表的历届领导班子都高度

重视塑造企业文化，涵养企业精神。 从1993年提出“团

结、开拓、求实、高效” 的企业精神，1994年提出“股份

化、集团化、国际化、规范化” 的战略发展目标，到1999

年明确“知识图强、求实奉献” 的核心价值观，再到2015

年首度将客户、协同元素融入企业文化视角，最终形成

了今天的“知识图强、求实奉献；客户至上、合作共赢”

的核心价值观。

这一核心价值观归纳总结了广发证券以人才为根

本、以知识为动力、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内蕴使命

感、事业心、专业追求和实现路径。 它是广发证券成长壮

大的力量源泉， 也是广发证券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监管部

门和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关键因素。 今年7月3日，在证

券业协会组织开展的首次证券公司文化建设实践评估

中，广发证券获评A类，这是对公司前期文化建设成效的

充分肯定，更是对公司未来深入推进文化建设、推动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激励鞭策。

文化建设是高质量中介服务的价值引领， 是高质量

资本市场的精神支撑， 对证券公司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立足新发展阶段，广发证券将深入贯彻落实监

管部门关于行业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工作部

署，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传承和发展广发证券企业文化，

以文化建设引领新时期高质量发展。

一是永葆家国情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统筹推进。广发证券将秉持

“知识图强、求实奉献” 的价值观，自觉地把公司发展和

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尽责服务国家战略、助

力居民财富保值增值， 把广发证券建设成为践行实业报

国责任的事业舞台。

二是聚焦主责主业。专业是证券公司的立身之本。广

发证券将坚持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聚焦核心能力建设，

在核心业务做专做优做强做精上下更大功夫， 在助力资

本、科技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中争取更大作为，努力打

造具有强大竞争力、 特色鲜明的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

理机构。

三是构建科学的业务结构。 不过度依赖周期特征明

显的传统业务，通过多条线、高壁垒的高阶业务来平滑

经济周期影响，平顺市场周期波动。 大力推动各项主要

业务均衡发展、特色业务差异化发展，形成合理稳定的

收入结构。

四是持续提升自我革新能力。 广发证券企业文化的

特色之一就是勇于变革、开拓创新。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

挑战与困难，创新实践中更会碰到波折和风险。要敢于直

面问题，深挖问题根源，补短板、强弱项，变革经营模式，

加强平台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三十而立再扬帆，勇立潮头风更劲。 立足新起点，广

发证券将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居

民财富管理、履行社会责任” 为己任，不断提升文化“软

实力” 和业务“硬实力” ，持续锻造新发展阶段的核心竞

争力，在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创造价值，成

就客户和员工，回报股东和社会，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撰文：马常陆）

三十而“益”快闪义卖 广发证券打造爱心集市

2021年9月8日，广发证券迎来30周岁生日。

30年的风雨征程，广发证券始终秉持以价值创造成就金融报国之梦的使命，把社会责任

视角融入积极承担和践行企业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回报社会与公众，为社会“正能量” 的传

递贡献力量。

在30周岁生日的特别时刻，广发证券再次为成长注入公益内涵。 9月8日，广发证券“爱心

集市”计划温情登场，该计划在线上启动21优品商城“快闪店”（9月8日-10日），线下打造广

发证券总部快闪“爱心集市” 。 线上线下活动的全部收益将用于广发证券与媒体联合主办的

“爱心操场”公益项目中。

创意助力“爱心操场”

携手各界共襄善举

广发证券30周年司庆打造的“爱心集市”计划，

通过线上线下快闪店，销售10款广发吉祥物“犇犇”

的周边纪念产品， 供公司员工和热心社会人士自费

购买。 每购买一件爱心集市的商品，相应的款项将全

额捐助到爱心操场项目中。 爱心集市活动希望让员

工、家属、社会人士感受到广发证券30周年司庆喜悦

之余， 又能令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广发证券的公益活

动中，为乡村振兴、乡村教育尽一份绵薄之力。

2020年， 广发证券联合媒体在四川资阳共同

打造首座爱心操场，致力于改善乡村体育设施，助

力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 首座爱心操场坐落于在

四川资阳市乐至县蟠龙镇中心小学，项目为孩子们

重新铺设了500㎡的篮球场， 并捐赠多项体育用

品，同时为学校绘制了体育文化墙，让400多个孩

子有了更完善的体育锻炼场所。 活动获得当地政

府领导、校长、师生的欢迎与喜爱。 据悉，新的“爱

心操场”正加紧推进，预计将于年内落成。

捐资助学回报社会

系统化打造公益品牌活动

成立于2011年的广发证券社会公益基金会以

助学助教、扶贫济困为主线先后开展了“广发证券

大学生微创业行动” 等一系列有较强影响力的助

学助教社会公益项目，为青少年学习和创业提供多

样化的支持和帮助。

在其他公益领域，广发证券积极关注环境和生

态发展等问题，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不断强化自身

公益价值链，彰显了热心公益、求实奉献、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价值观。

广发证券表示，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公司坚

持服务客户、成就员工和回报股东，并积极回报社

会与公众，努力为企业成长凝聚正向价值观，为社

会发展贡献爱心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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