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险资股票和基金

仓位上升

保监会26日公布，截至7月底，保险资金运

用余额达85216.46亿元。 其中， 银行存款

23902.81亿元，占比28.05%，环比下降1.77个百

分点；债券35563.34亿元，占比41.73%，环比上

升0.25个百分点；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8479.48

亿元，占比9.95%，环比上升0.59个百分点；其他

投资17270.83亿元，占比20.27%，环比上升0.93

个百分点。（李超）

深证转债和国证转债

指数今日发布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宣布， 为了反映可转债市场的总体运行特征，促

进指数化投资的发展与创新， 定于8月27日发布

深证可转换债券综合指数和国证可转换债券综

合指数。（张莉）

2014-8-26�金融期货交易统计表

沪深300股指期权仿真交易主要合约情况表

■ 责编：李若愚 电话：

010－63070433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8月27日 星期三

财经要闻

conomy

E

A02

一、公司简介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系 2005 年 3 月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在重组原上海久联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的基础上设立。 2014 年 3 月，经中国证监会

批准，公司完成增资扩股，成为华发集团、珠

海金控旗下重要成员企业。

2014 年作为新起跑元年，公司吹响了快

速发展的集结号。 公司以具有竞争力的薪酬

体系与激励机制， 为优秀人才的成长和价值

实现搭建平台。面对公司新的发展机遇，公司

诚邀广大有识之士加入我们奋斗的行列，一

道谱写浓墨重彩的华章， 携手共创我们美好

的财富人生。

二、高管岗位招聘

（一）副总裁（分管投行业务，1 人）

岗位职责： 全面负责公司的投资银行业

务；制定投资银行总体发展战略，管理和发展

业务团队；积极拓展与维护投资银行渠道资源。

任职资格：1.金融、经济、法律或会计等

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 担任金融企业

投资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 5 年

以上；3.�熟悉资本运作和投行业务，业务创新

能力强，具有丰富的项目资源和管理经验。

（二）副总裁（分管资管业务，1 人）

岗位职责： 全面负责公司的资产管理业

务；制定资产管理发展战略，管理和发展业务

团队；积极推动与公司投行、经纪业务、固定

收益部等部门的合作，拓展各项业务。

任职资格：1.金融、经济、法律或会计等

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 担任金融企业

资产管理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 5 年

以上；3. 熟悉资产管理业务， 业务创新能力

强，具有丰富的业务资源和管理经验。

三、其他岗位

（一）投资银行部总经理（1 人）

岗位职责：参与项目谈判，组织项目投融

资的协调与执行； 负责项目进展情况的推进

与联络，确保项目可行性与可控性；带领团队

做好项目前期筛选和后期管理， 具备一定的

投融资经验。

任职资格：1.金融、经济类、会计或法律

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 熟悉投资银

行业务，3年以上投资银行从业经历和团队管

理经验；3.具备丰富的项目开拓和管理经验。

（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2--3 人）

岗位职责：协助部门负责人工作，参与项

目谈判，组织项目投融资的协调与执行；负责

项目进展情况的推进与联络， 确保项目可行

性与可控性。

任职资格：1.金融、经济类、会计或法律

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 熟悉投资银

行业务，3年以上投资银行从业经历和团队管

理经验；3.具备丰富的项目开拓和管理经验。

（三）投资银行部团队负责人若干

岗位职责：配合部门负责人工作，负责团

队项目谈判，组织项目投融资的协调与执行；

管理和培训团队成员。

任职资格：1.金融、经济类、会计或法律

类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2. 熟悉投资银

行业务，3 年以上投资银行从业经历；3. 具有

客户资源，能够带领团队开拓市场，完成团队

任务指标。

（四）资产管理部投研、销售、综合运营

负责人各 1 人

岗位职责：分别负责资产管理投研、渠道

拓展与销售以及后台运营与管理。

任职资格：1.金融、经济类、会计或法律

类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2. 熟悉资产管

理业务，3 年以上资管业务从业经历。

（五）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1 人）

岗位职责： 根据公司授权与固定收益业

务发展要求， 制定本部门固定收益业务创新

和新产品开发的发展目标与计划， 组织并参

与计划的实施等。

任职资格：1.金融学、数学、统计学相关

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2. 对国内债券市场有

较深入的了解， 具备较强的宏观研究分析能

力；3.�具备 3 年以上固定收益类相关经验。

（六）研究发展部总经理（1 人）

岗位职责：制定上市公司的调研计划，组

织策划调研项目， 组织进行宏观环境及行业

状况调研，跟踪证券行业发展趋势，研究相关

行业政策及法律法规等。

任职资格：1.经济、金融或管理类相关专

业硕士及以上学历；2.�丰富的金融证券、财务

理论，熟悉国家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政策、

法规， 以及证券业务发展动态；3.3 年以上经

济和金融研究或证券实务经验及管理经验。

（七）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1 人）

岗位职责： 协助计划财务部负责人进行

财务管理工作，分管会计核算、经营分析和预

算管理。

任职资格：1.财务、会计、管理类相关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注册会计师；2.具备 5 年

以上财务或审计工作经验，其中 3 年以上证

券行业财务管理经验， 管理团队不少于 10

人。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验优先；3.具备

较强的财务管理、 分析能力和扎实的会计核

算知识，具备优秀的沟通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接受加班。

（八）合规管理部副总经理（1 人）

岗位职责： 配合部门负责人做好日常团

队的管理工作，负责公司资管、固定收益、投

行等业务的合规审核与管理。

任职资格：1.金融、会计、法律及相关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 具有 3 年以上证券公

司相关业务合规管理经验。

（九）稽核审计部副总经理（1 人）

岗位职责： 配合部门负责人做好日常团

队的管理工作，负责公司资管、固定收益、投

行等业务的稽核审计与管理。

任职资格：1.金融、会计及相关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2.�具有 3 年以上证券公司相关

业务稽核审计管理经验。

（十）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1 人）

岗位职责： 根据证券监管规定和公司经

营管理战略目标，拟定公司风险管理政策、制

度及实施方案； 建立和完善公司整体风险控

制程序、方法及监控指标体系等。

任职资格：1.金融、经济类、会计或法律

类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 �3 年以上

证券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1 年以上金融企

业风险管理经验。

（十）营业部负责人若干（工作地点：北

京、上海、广州、珠海、深圳、天津、沈阳、西安、

济南、长沙、武汉、昆明、成都、南昌、大连、包

头、中山、杭州、衢州）

岗位职责： 全面负责营业部的筹备建设

及经营管理工作， 制定营业部业务发展策略

和经营计划并组织实施， 完成公司下达的年

度经营目标。

任职资格：1.�金融、经济类或管理类等相

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 熟悉证券市场法

律法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营业部负责人任职资格条件；3.3 年以上

证券营业部管理或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

构管理的工作经验。

（十一）其他

1.保荐代表人若干；

2.投行承揽承销、债券承揽承销业务人

员若干；

3.资产管理团队人员若干；

4.固定收益业务人员若干；

5.信用交易业务人员若干；

6.财富管理中心人员若干；

7.互联网金融人员若干；

8.金融衍生品人员若干；

9.行业研究员若干；

10.信息技术人员若干；

11.清算人员若干；

12.合规、风控、审计人员若干；

13.经纪业务总部、营业部工作人员若干；

14.总裁办公室督办管理人员、媒介与财经

公关人员、档案管理人员、实物资产管理人员。

除营业部职位外， 各岗位的工作地点均

为上海。

有意向者请将电子版简历发送至

htzqhr@casstock.com,文件名格式为应聘者

姓名 + 应聘岗位，简历投递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 初选合格的应聘者，我们将通

过电话通知具体面试事宜。

深圳金融办：正在研究深港通

□本报记者 张莉

深圳前海管理局26日在香港举办金融创新

政策宣讲推介会。 深圳金融办副主任肖志家在

会上透露， 目前正在研究联通深圳证券交易所

和香港联交所的“深港通” 。

深交所人士表示，尚不清楚深港通方面的内

容。港交所方面人士表示，目前港交所正在积极

准备沪港通并与上交所就细节问题继续商讨。

对于深港通， 必须等到沪港通技术系统级制度

等方面相对成熟后， 再考虑和深圳交易所探索

合作，且方案需要上报等待批复。港交所此前表

示，未来只有在沪港通做好的基础上，才能与深

交所以及内地期货交易所商讨类似合作事宜。

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此前多次提及探索建

立深港交易系统的金融合作思路。 广东省6月发

布的《关于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

意见》提出，广东将计划推动港深交易所的互联

互通，创新发展两地同步上市的金融产品。 深圳

市政府今年初发布的支持金融发展的文件提出，

探索建立“深港交易通” 系统，通过联网交易等

方式加速两地证券市场融合；推动建立深港两地

常态化协调工作机制， 探索编制深港金融合作长

效性框架方案或工作规划， 全方位深化两地在金

融市场、机构、人才等领域的合作；尝试两地金融

产品的互认买卖和金融从业资格互认等举措。

中信里昂研究人士表示，如果沪港通投资

者反应理想，估计到10月份限额可加倍，今年

内甚至有机会开通深港通。 目前内地正在推

进资本账户开放，必须逐步实施开放措施，沪

港通仅为初步试验，未来除深港通外，还有机

会开放商品、固定收益产品和期货市场。 境外

交易所合作对象除港交所外， 也有可能延伸

至新加坡、美国纽约等地交易所。 如果资本账

户完全开放，限额措施便没有存在的必要。 预

期2至3年内QD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

RQFII（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有机会

合并，5年内会取消。

有基金人士人为， 深港通的启动或许并不

会如预料中顺利。 由于A股蓝筹股长期低迷，香

港交易所蓝筹股的整体估值和上交所相当，所

以市场预期沪港通的开通对上交所和港交所的

股票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近两年来深交所创业

板和中小板股票上涨， 导致深交所股票和香港

市场的成长股估值存在较大差距。 这意味着，如

果深港通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开通， 深市的创

业板和中小板可能出现估值明显回归的风险，

预计深港通不会在近期启动。

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

有望建立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为进一步加快西藏地区

沿边开放， 未来有望打造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

该经济合作带以樟木、吉隆、普兰口岸为窗口，以拉

萨、日喀则等城市为腹地支撑，面向尼泊尔、印度、

不丹，发展边境贸易、国际旅游、藏药产业以及特色

农牧业、文化产业等。（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中证协推进

证券经营机构打非工作

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在郑州举办证券经营

机构参与打非工作培训班。根据证监会打非工作

的部署，协会下一阶段将组织力量对《中国证券

业协会会员单位参与整治利用网络等媒体从事

非法证券活动工作指引》进行评估和修订，强化

证券经营机构参与打非工作的职责。（顾鑫）

期指短线逢利空

26日，沪深300下跌0.61%。 无论是打新股

申购分流资金，还是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目前

来看对A股都存在不利因素， 投资者可等待沪

深300下破2300点短空介入。26日，国债期货近

月合约TF1409收报93.342元，较上个交易日的

结算水平下跌0.178元，三个合约总计成交略超

1500手。 短期期债仍将维持低波动，行情或仍

维持平稳。 （首创期货 杨志武）

沪深

300

股指期货行情

简称 成交量 期货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期货结算价

IF1409 722,864 134,605 2,348 2,338 2,335

IF1410 8,104 5,309 2,355 2,345 2,342

IF1412 19,525 23,379 2,370 2,359 2,356

IF1503 1,469 3,904 2,386 2,376 2,373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9 143 625 93 93 93

TF1412 1,449 8,410 94 94 94

TF1503 6 34 94 94 94

沪深

300

股指期货行情

代码 收盘价 涨跌 涨跌幅

%

成交量 持仓量

IO1409-C-2350 47.1 -6.9 -12.78 13871 8216

IO1409-P-2350 56.7 2.3 4.23 2328 3465

IO1409-P-2250 20.1 3.4 20.36 1954 4223

IO1409-P-2300 36.8 4.4 13.58 1937 4253

IO1409-C-2500 8.8 -0.8 -8.33 1839 23210

IO1409-P-2200 11.5 -16.4 -58.78 1631 10312

IO1409-C-2400 28 -2.6 -8.5 1514 9210

IO1409-C-2300 74.3 -9.1 -10.91 1497 9603

IO1410-P-2150 17.9 5.4 43.2 1448 651

IO1410-C-2150 215.2 -5.3 -2.4 1025 596

IO1412-C-2200 202.3 -25.3 -11.12 7402 10867

IO1412-P-2200 44.5 -8.4 -15.88 2250 4031

IO1503-C-2600 13 -7.2 -35.64 565 21

IO1503-C-2400 101.1 6.8 7.21 57 219

九千万资金一度“失联”

（上接A01版）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多

家证券公司，尝试还原当时的情形：

“我们公司是当天下午接到客户投诉后发

现出问题的，那时还是交易时间，客户想转进

资金买入股票却发现系统仅显示 ‘已报’ ，一

直没有显示成功，资金迟迟没有到账无法进行

交易。 ” 一家券商负责结算的工作人员王先生

（化名） 证实，“当时就联系了工行当地分行，

工行反馈是局部问题。 ”

不久后，他发现问题比想象的复杂。陆陆续

续有多个客户联系营业部， 提出不管是从工行

账户转入资金到证券账户， 还是从证券账户转

出资金到工行账户都失败了， 而且这些营业部

并不集中在一个区域。 “随后我就接到了同行

的询问信息， 证券公司里做结算的工作人员大

多认识并建了微信群。 7月16日下午大家都纷

纷在群里询问还有哪些公司出现了工行转账故

障，当时我就吓了一跳，波及的公司大大小小，

初步看起来就有几十家。 ”

当天收盘后，事件还在发酵。 多家证券公

司人士表示，16日下午4点， 银行向证券公司

下发第三方存管银证转账对账文件进行轧

账———这正是一直以来正常清算的时间。 此

时，有证券公司“感觉大数基本对得上，但有

少量的掉账” 。而按照三方存管规定签署的存

管合同，轧账出现问题时需以银行数据为准，

加之问题笔数和金额较少， 证券公司选择调

整自己的数据并在当天将轧账结果按照流程

上报给相关登记结算部门、交易所、投保基金

和银行。

在绝大部分券商已经完成清算后，一份新

的对账数据在16日晚11点后发到了各家证券

公司的邮箱。 17日凌晨3点，部分发现新对账数

据的券商连夜对账，并从工行工作人员处获得

口头确认， 应该以第二次发送的对账文件为

准。 17日早上6：40左右，工行再次发送第二次

银证转账对账文件，并于当日下午发邮件给各

证券公司，要求各证券公司以第二次发送的银

证转账对账文件进行轧账，此时大部分证券公

司已无法重新进行清算，被迫据此数据进行手

工调账。

8月26日， 工行在回应本报记者采访时确

认，7月16日系统出现异常。 事件发生后，工行

迅速定位故障设备， 由热备设备实施接管，并

与相关证券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按照约定的疑

账处理流程，积极配合证券公司进行账务核对

和调整工作。

“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6点多，

工行接连给我们发邮件，但除了系统发送邮件

外，我们负责后台结算的工作人员既没有接到

电话通知，也没有收到短信提醒。 据我了解，不

少证券公司是到了17日上班之后才看到邮件，

而且发现新对账单中出现问题的账户数据远

远大于16日下午4点的对账数据。 ” 王先生说。

7月17日上班后，针对头一天的故障，工行

总行向各大券商发出了情况说明，并请各分行

转发。一些区域性券商表示，直到20日后，才收

到这份说明。

中国证券报获得的这份说明显示，工行对

16日事件进行了解释：“7月16日我行银证系

统前置所连一台网络设备发生硬件故障，由

热备网络设备快速接管， 热备切换期间发生

部分银证转账交易单边账现象。 因日间网络

故障时银证系统数据恢复异常，导致当日16:

10许首批生成的日终对账文件中缺少了部分

日间单边账信息。 我行发现此问题后进行应

急处理，于当日23:30许重新生成正确对账文

件发送给贵司， 请贵司按照正确文件进行账

务处理。 ”

损失有多大

尽管收到了来自工行的情况说明，但多家

证券公司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份情况说明写得非常清楚， 这次故障是工

行造成的，接受新的对账结果等于工行让我们

来承担最终的损失和赔偿、 安抚投资者的责

任。 ” 一家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后台人士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展示前后两个版本对账统计差

距情况时如是表示。

综合多家数据来看，一些证券公司前后收

到的两份对账单涉及账户数相差超过十倍。 17

日，更多意识到账户出现问题的投资者开始向

证券公司投诉、索赔，连带出现的状况让不少

证券公司人士感到焦头烂额。

“没有及时还上房贷的客户只是这次事件

中利益受损的一种情形，实际情况更复杂。 ” 一

家大型营业部人士透露，按照正常流程，客户资

金从证券公司资金账户转出到银行账户的指令

下达后，交易系统就会冻结资金，等银行接受数

据并确认后，资金将转入客户银行账户，而下午

4点轧账时银行正式确认该笔转账是否成功，

若未成功， 则证券公司需要按银行数据进行调

账，转入资金与此类似。 而7月16日银行系统交

易时间出现故障及证券公司按第二次对账文件

进行处理或手工调账后， 导致部分客户资金不

能正常使用或发生虚增， 给客户和证券公司造

成间接经济损失。

“我们一个客户正好要拿这笔钱还债，但

资金没有及时划转出来。 还有客户表示转出

资金是为了给家人看病， 转账失败导致了种

种问题。 而客户的第一反应都是证券公司出

了问题，意见很大。 ” 该营业部人士表示，不

少账户客户资金使用效率较高， 有的客户同

时投资期货和衍生产品， 这部分客户对账户

资金信息敏感， 一旦出现状况会及时和营业

部联系。 “还有客户到营业部讨要说法，我们

只好解释情况、赔礼道歉，先送一些礼品安抚

一下。 ”

转出资金带来的问题重重，转入资金失败

也给投资者带来了不少麻烦。 由于资金转入失

灵，不少投资者在16日当天并没能及时买入心

仪的股票。 “7月16日正好是这波行情快要起

来的时候，直到现在还有投资者拿当时资金转

入不进来说事，埋怨事故害他们错过了一波行

情。 ” 前述营业部人士透露。

另有券商人士透露，16日下午一些客户

因转账失败到营业部投诉，营业部为客户临

时垫付了资金，但按照银行最终确认的转账

数据，原本因申请转账而被冻结的资金又回

到了客户银行账户或证券公司资金账户中

去。 “结果有客户已经使用了垫付或虚增的

资金，证券公司还得通过各种途径向客户追

讨。 ”

“据我所知， 一些大的券商已向工行发了

律师函，要求工行负责。 ” 王先生透露，事件发

生已经一个月，工行对于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依

然没有说法。 直接面对客户的证券公司却不能

采取拖延战术，部分公司已经先行启动了客户

安抚和赔偿工作。

7·16事件并非个案

“我从业时间这么多年， 银行系统出现故

障导致资金划转出现问题也不是第一次，但以

往多数都是个别地区、短时间的问题，一般都

波及个别营业部， 牵涉的证券公司也比较少，

像这次这样大面积、较长时间的故障是第一次

遇到。 ” 回顾这次事件，王先生透露，最后各家

券商对涉及事件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统计。 目

前有关部门统计情况显示，共有2000多名投资

者、80多家证券公司受到这一事件波及， 涉及

金额约9000万元。这意味着近九成开展经纪业

务的券商都被卷入了这次风波。

对证券公司来说， 面对这样的问题不仅要

考虑安抚客户，更担心的是未来账户安全问题。

据媒体报道， 近年来大小银行都曾出现银证系

统故障问题。

2007年10月，银监会专门就银证转账业务

中的“单边账” 问题发出风险提示，指出商业

银行应对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从保护客户合法

权益角度出发，切实有效解决银证转账业务中

的“单边账” 问题。

7·16事件的爆发更加让这一系统问题不

容忽视。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7·16事件起码反

映了目前银证系统合作存在的四大问题：

一是应急措施不到位，处理方式不对等。出

现事故后，银行接到证券公司报错信息时应

尽快和证券公司沟通、采取补救措施，事后

发布新的对账数据更应该及时主动通知证

券公司。

二是目前运行的三方存管系统多数是

2007年开始投入运转的。 运行7年来，银行的

系统和软件只进行了小修小补， 没有大的升

级换代，如不正视这一问题，随着证券公司创

新产品的多样化， 银行会更加跟不上市场的

发展需要。

三是在三方存管的框架下，银行与证券公

司签署的合作协议均规定对账数据应以银行

为准， 没有给证券公司留下申诉和辩解的机

会，这造成了证券公司被迫接受银行单边账的

问题，使得风险更容易转嫁到证券公司和投资

者身上来。 有证券公司认为，工行之所以认为

并未造成投资者和券商损失，正是依据了这一

条款，把皮球踢给了证券公司。

四是如何规避类似事件导致的系统性风

险。7.16事件发生的时间并非转账高峰期，涉及

的金额有限， 如故障发生恰好遇上大额转账，

按照规定证券公司必须及时交收、银行又没有

及时作出反应时会容易触发风险传递，如何规

避这一风险值得关注。

更有证券公司提出，7.16事件暴露了银证

合作多年后沉淀的问题。 “当年之所会采取银

证合作的模式，是因为证券行业挪用客户保证

金等风险爆发，三方存管制度可谓临危受命紧

急上马，规则设定上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让银行

管住证券公司。 现在回头看，三方存管制度对

于抵御市场风险功不可没， 完全推翻并不现

实，但这几年市场变化极大，银证合作日益复

杂，是否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梳理、优化三方存

管制度的时候了？ ”

而在长远考虑背后，眼下证券公司最操心

的还是如何解决完手边的难题。

工行26日表示，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对相关系统进行了全面自查，排查了技术

风险隐患，后续还将定期组织与证券公司共同

参加的联动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对

于赔偿问题，工行则明确表示：“目前，各证券

公司受影响账务已调整完毕，未造成投资者和

证券公司损失。 ”

“其实最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正是银行处理

事情的态度，从事故发生、结算数据更新、甚至

到现在，银行对如何做好处理工作也没有给出

方案。 ” 王先生如是表示。

仅就7·16事件而言，证券公司还在等待一

个最终的说法。 有证券公司提出应该分清责任

和权责， 银行数据问题导致的问题应由银行承

担包括赔偿投资者在内的全部责任， 证券公司

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处理问题则由证券公司

自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