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佣金”狂揽内地股民

香港券商打响抢客战（主）

本报记者 张莉

面对A股日益狂热的市场气氛以及蜂拥入场的资金，香港券商也开始积极采取多种手段吸引内地股民进驻，通过经纪交易和融资业务拓展获取丰厚收益。 据了解，目前已有多家香港本地券商通过“零佣金”及互联网业务吸引内地投资者进场，甚至有券商通过提供杠杆返回内地投资A股通道的方式来吸引客户流量。

据香港券商人士分析，在当前两地基金互认和深港通开通背景的预期下，香港与内地之间资本市场对接将日益频繁，内地股民通过香港券商投资两地市场的需求日益旺盛。 由于本地券商行业竞争激烈，为有效抢夺内地客户和市场资源，香港券商通过降佣金和提供更多增值服务的方式，实现对内地市场的提前布局。

借“免费”揽客

“只需要在我们这边填好资料及相关身份证明，再绑定一张银行卡，然后由我们负责安排工作人员寄到香港，就可以直接开户了，只需几分钟。 ”在深圳罗湖一家港资券商内，投资顾问李生向自己的客户介绍，一般新开客户都会提供一定时期的免佣金优惠，如果客户还需要保证金融资，也可以提供比内地券商更优惠的融资利率。 除了李生所在的这家券商拥有这些“诱人”的揽客策略外，另有一家券商已经打出广告宣传，承诺报销最高达万元港币的交通差旅费用，以吸引内地客户到香港开户。

从零佣金到融资优惠再到报销费用，如今的港资券商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激励措施进行抢客大战，其目标大多瞄准内地客户。 今年3月，香港券商老虎证券宣布，推出港股投资“终身零佣金”策略，随后腾讯入股的富途证券也在雪球网上开展零佣金式营销，提出若邀请多人开户则享受一定期限甚至永久免佣优惠。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香港券商正在参照上述两家券商的做法，施展各自的优惠策略吸引客户入驻。

除提供各类方式吸引内地客户投资港股市场之外，不少有“沪港通”业务资质的香港券商还提供通道，帮助内地投资者购买股票而返回A股市场，相比内地券商，香港券商的交易佣金折扣、保证金交易成本更低，而香港券商两融杠杆并没有过多收紧，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香港券商平台借贷更多资金进行投资。

在香港券商人士看来，通过两地业务资金价格差距来吸引内地投资者，正在成为本地证券公司拓展内地市场业务、吸引新增客户流量的重要方式，尤其是为内地投资者提供借贷业务已然成为香港券商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方法。 在老虎证券 CEO李泉看来，内地投资者资源潜力很大，为吸引以“小散”为主的内地投资者积极参与两地市场投资，以超低费率入手可以寻求差异化竞争，同时高效的互联网开户方式也可以吸引大批流量客户，提升自身的品牌形象。

瞄准深港通机会

对于香港券商而言，内地股票市场行情的日益火热及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的陆续出台 ，正在为港股市场投资带来巨大机会。 5月 22日，证监会宣布内地与香港的基金互认将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港股行情有望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来自高层的消息显示，“深港通”有望在年内启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内地对香港市场投资机会的关注。

据最新的“上投摩根风向标”显示，有 49%的受访者认为深港通的开通会增加其对港股市场的信心，另有 44%的投资人表示不受深港通影响，仅7%的投资人认为自己对港股市场的信心可能因此降低 。 据上投摩根资产管理（香港）投资总监张淑婉分析，基于深港通为香港市场带来增量资金的预期，内地投资者尽早布局港股有望获取更好收益。 从资产配置角度而言，将香港市场纳入投资组合 ，也是分散单一市场投资风险的较好选择 。

在不少港资券商人士眼中，由于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对接正在日益频繁，大批内地投资者有望进入香港市场投资，目前香港本土券商正在通过多元化的增值服务和互联网化体验等方式来吸引客户，以满足当前内地投资者对香港市场加大投资的需求，预计未来在深港通开通后，内地港股投资热有望迎来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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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新信托再现江湖

借道公募分享打新盛宴

□本报记者 刘夏村

IPO提速，“打新” 正酣，专门用来申购新股的集

合信托“重现江湖” 。 近期，多家信托公司发行了打新

信托。 不过， 为规避集合信托不能参与网下申购的规

定，目前打新信托多采用结构化模式，并嵌套在公募基

金中。

实际上，打新信托再度涌现，是在资本市场火热的

背景下，信托公司加快发展证券投资业务的一个缩影。

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证券投资信

托规模为2.23万亿元， 较2014年一季度同比增长

79.84%，并一跃成为信托资金第三大投资领域。

借道公募打新

据统计，截至6月1日，今年以来共有144只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上市后这些股票长势迅猛。 截至5月

底，今年上市的新股平均涨幅超过450%。 而近期IPO

提速更是激发了投资者打新热情， 一些打新资管产品

大受热捧。

其中不乏信托的身影。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已

有多家信托公司发行了专门用来打新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值得关注的是，按照此前下发的《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业务规范》规定，网下投资者不得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或集合信托计划， 也不得为在招募说明

书、 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

一、 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新股的理财产品等证券

投资产品。

那么， 上述这些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又是如何打新

呢？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为规避上述监管要求，这

类打新信托一般会嵌套在公募基金中。具体而言，其交

易结构为“集合信托+基金专户+公募基金” 。 这类打

新产品一般会做结构化设计，信托资金通常为劣后级，

优先级资金来自银行，杠杆率最高可至5:1。

例如，以某大型信托公司发行的一款产品为例。该

产品设A、B两类受益权， 其中A类的预期收益率为

7.3%/年，B类为浮动收益。 其资金运用方式为，信托资

金用于认购标的资管计划， 标的资管计划所对接的信

托资金通过申购公募基金间接参与新股认购， 并投资

股票、债券、货币基金等流动性较好的金融工具提升整

体收益。

据业内人士介绍， 因为目前网下配售的新股中有

至少40%应优先向公募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配售的规

定，使得信托嵌套在公募基金中能大大提高中签率，而

较高的杠杆又能放大公募基金的收益。

信托发力资本市场

实际上， 由于受到前述监管政策的制约， 长久以

来，集合信托打新产品已不多见。 据业内人士回忆，上

一次打新信托大量出现则是在2007年。 彼时，新股发

行额爆发式增长， 全年共有122只新股在沪深两市上

市，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平均涨幅高达191.36%。 这一

市场情况使得信托公司在当年发行了大量以打新为主

的证券投资信托产品。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一位资深信

托从业者感慨道：“那个时候，信托公司简直是赚钱赚

到手软。 ” 实际上，正是这一业务，让一些信托公司捞

到了“第一桶金” 。

当下，打新信托再度“重现江湖” ，亦与一些信托

公司大力发展证券投资业务有关。 由于宏观经济不景

气，传统集合信托频频遇到兑付危机，加之A股走牛，

使得不少投资者和信托公司将目光转向资本市场。

来自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一季度

证券投资信托规模为2.23万亿元， 同比增长79.84%。

其中，投资股票的信托规模约为7770亿元，其在信托

资金投向的占比为5.77%，较2014年一季度末占比提

升2.94个百分点； 投资基金的信托规模为1864亿元，

其在信托资金投向的占比为1.39%，较2014年一季度

占比提升0.45个百分点。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

究所所长翟立宏认为，得益于“多方式运用、跨市场

配置” 的灵活经营体制，信托业对2015年一季度的牛

市行情做出了预判和灵活调整，增加了证券投资类产

品的发行。

银行发力互联网金融

欲当整合产业链角色

□本报记者 殷鹏

在互联网金融的大举进攻下， 传统

银行尽管后知后觉， 但依靠原有基础在

分食互联网金融蛋糕时，具有更大野心，

他们的目标是担当产业链的整合者。

日前， 由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联合

网贷之家等互联网业内机构共同发起设

立 “北京市小微企业合作社互联网产业

分社（即‘贝壳谷’ ）” 。该机构将为会员

P2P平台提供包括资产推送、人才培养及

输出、信息共享等多维度的交叉服务，解

决现有平台在资产质量、人才培养、资金

安全等方面的几大痛点。

北京小微企业合作社互联网产业分

社负责人表示，在“互联网+” 的发展热

潮中， 金融产业亟需与互联网加强合作

与对接， 该平台的建立标志着民生将全

面打开银行业务商业模式的变革转型之

路。 除帮助互联网金融企业实现安全托

管和结算业务以外， 传统银行愿意积极

探索深层次合作。 据悉， 该合作社成立

后， 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将进行数据资

源的自用与合作； 同时， 拓展业务模式

C2B，由客户数据导出客户需求，进而做

到精准开发。

据了解，截至5月20日，已有24家企

业提交了入会申请材料， 其中包括凤凰

地产、公金所、建安金融、大拇哥财富、首

金网、中合贷等6家国资背景企业，另有

恒生电子、银湖网、邦帮堂、小存折4家上

市公司或者具有上市公司背景的企业，

以及P2P平台爱钱进、小油菜、新沃金融，

大数据公司华道征信等。

第三方支付机构托管业务参差不

齐，而监管体系和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理

性的投资者高度关注和细致考察的，除

P2P项目自身的诚信、公开和透明，更多

是第三方支付托管是否能够提供完善的

资金托管方案。 近期，宜信公司与中信银

行、你我贷与招商银行、积木盒子和人人

贷与民生银行等均宣布将在资金托管方

面展开合作。 很明显，P2P平台与银行在

资金托管业务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一位P2P业内人士表示：“P2P平台与银

行合作，首先可以降低平台费率，而且银

行系统安全系数高于第三方支付机构；

另外，银行本身有很多理财产品，未来或

可开发相应产品对接P2P平台，这有利于

平台长远发展。 ” 不过，亦有业内人士指

出，P2P托管只能降低平台跑路风险，无

法控制贷款人资金投向， 自然也无法负

责坏账赔偿。

目前来看， 类似成立企业合作社的

方式，参与互联网金融的案例并不多见，

更多的银行发力互联网金融的方式是通

过直销银行。 据了解，直销银行与传统物

理网点银行、 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最大

的区别在于， 直销银行的产品和服务不

受传统银行网点布放地域以及必须持有

该银行银行卡账户的限制。 也就是说，面

向全国客户，无论你在哪里，任意一位自

然人客户，可以在网上开通电子账户，只

要和你现有的任意一家银行的借记卡绑

定， 就可以畅享直销银行提供的金融服

务。 借助互联网低成本优势，直销银行会

在利率市场化的变革中推出丰富的理财

产品博取客户青睐。

借“免费” 揽客

“只需要在我们这边填好资料及相关

身份证明，再绑定一张银行卡，然后由我们

负责安排工作人员寄到香港，就可以直接开

户了，只需几分钟。 ” 在深圳罗湖一家港资

券商内， 投资顾问李生向自己的客户介绍，

一般新开客户都会提供一定时期的免佣金

优惠，如果客户还需要保证金融资，也可以

提供比内地券商更优惠的融资利率。除了李

生所在的这家券商拥有这些“诱人” 的揽客

策略外， 另有一家券商已经打出广告宣传，

承诺报销最高达万元港币的交通差旅费用，

以吸引内地客户到香港开户。

从零佣金到融资优惠再到报销费用，如

今的港资券商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激励措

施进行抢客大战， 其目标大多瞄准内地客

户。 今年3月，香港券商老虎证券宣布，推出

港股投资“终身零佣金” 策略，随后腾讯入

股的富途证券也在雪球网上开展零佣金式

营销，提出若邀请多人开户则享受一定期限

甚至永久免佣优惠。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香

港券商正在参照上述两家券商的做法，施展

各自的优惠策略吸引客户入驻。

除提供各类方式吸引内地客户投资港

股市场之外，不少有“沪港通” 业务资质的

香港券商还提供通道，帮助内地投资者购买

股票而返回A股市场，相比内地券商，香港

券商的交易佣金折扣、 保证金交易成本更

低， 而香港券商两融杠杆并没有过多收紧，

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香港券商平台借贷更

多资金进行投资。

在香港券商人士看来，通过两地业务资

金价格差距来吸引内地投资者，正在成为本

地证券公司拓展内地市场业务、吸引新增客

户流量的重要方式，尤其是为内地投资者提

供借贷业务已然成为香港券商提升自身竞

争能力的方法。 在老虎证券CEO李泉看来，

内地投资者资源潜力很大， 为吸引以 “小

散” 为主的内地投资者积极参与两地市场

投资， 以超低费率入手可以寻求差异化竞

争，同时高效的互联网开户方式也可以吸引

大批流量客户，提升自身的品牌形象。

瞄准深港通机会

对于香港券商而言， 内地股票市场行情

的日益火热及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的陆续

出台，正在为港股市场投资带来巨大机会。 5

月22日， 证监会宣布内地与香港的基金互认

将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 港股行情有望一触

即发。与此同时，来自高层的消息显示，“深港

通”有望在年内启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了内地对香港市场投资机会的关注。

据最新的“上投摩根风向标” 显示，有

49%的受访者认为深港通的开通会增加其

对港股市场的信心，另有44%的投资人表示

不受深港通影响， 仅7%的投资人认为自己

对港股市场的信心可能因此降低。 据上投摩

根资产管理（香港）投资总监张淑婉分析，

基于深港通为香港市场带来增量资金的预

期，内地投资者尽早布局港股有望获取更好

收益。 从资产配置角度而言，将香港市场纳

入投资组合，也是分散单一市场投资风险的

较好选择。

在不少港资券商人士眼中，由于内地与

香港资本市场的对接正在日益频繁，大批内

地投资者有望进入香港市场投资，目前香港

本土券商正在通过多元化的增值服务和互

联网化体验等方式来吸引客户，以满足当前

内地投资者对香港市场加大投资的需求，预

计未来在深港通开通后，内地港股投资热有

望迎来高峰。

“零佣金” 狂揽内地股民

香港券商打响抢客战

□本报记者 张莉

面对A股日益狂热的市场气氛以及蜂拥入场的资金，香港

券商开始积极采取多种手段吸引内地股民， 通过经纪交易和

融资业务拓展获取丰厚收益。 据了解，目前已有多家香港本地

券商通过“零佣金” 及互联网业务吸引内地投资者进场，甚至

有券商通过提供杠杆返回内地投资A股通道的方式来增加客

户流量。

据香港券商人士分析， 在当前两地基金互认和深港通开

通预期的背景下，香港与内地之间资本市场对接将日益频繁，

内地股民通过香港券商投资两地市场的需求日益旺盛。 由于

本地券商行业竞争激烈，为有效抢夺内地客户和市场资源，香

港券商通过降佣金和提供更多增值服务的方式， 实现对内地

市场的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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