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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周报（20211011-20211015）       

市场波动，关注轻资产业务领先券商                  看好 

2021 年 10 月 18 日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投资建议： 

 中证协发布《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明确证券公司声誉风险

法律依据、基本原则、治理架构及各责任主体职责分工，要求证券公

司建立并持续完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同时需设置新闻发言人。

建立健全声誉风险管理体系，强化风险管理能力，同时也是证券公司

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之一，对全行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券商披露三季度业绩。前三季度，两市日均成交 1.05 万亿元，同比

+21%；IPO 金额 3768 亿元，同比+6%；沪深 300 和创业板指数分化，

涨跌幅分别为-6.62%、9.39%。东方财富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62.34 亿

元，同比+83.48%，其中，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25.07 亿元，同比

+57.76%。国元证券预计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13.26 亿元，同比

+22.74%，其中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4.8 亿元，同比+3.71%。 

 交易下滑，证券板块跑输大盘。上周，每日成交均不足万亿元，周日

均成交 9454 万元。沪深 300 指数、创业板指数收涨 0.04%、1.02%，

证券Ⅲ收跌 3.04%，跑输大盘。 

 从中长期来看，证券行业助力资本市场高效运行，助力共同富裕大局。

目前，资本市场处于第三次大变革时期，以注册制为“牛鼻子”，致

力于改进资本市场运行机制、提升运行效率，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资源

配置功能。建议关注兼具“无短板”与“有特色”的头部券商，以及

具备差异化优势的特色投行。另一方面，财富管理赛道宽且长，建议

关注财富管理大赛道的优质券商。各金融业态在财富管理的布局上刚

刚开始，仅处于抢滩阶段，远未形成固定的竞争格局，建议关注在财

富管理业务销售端、平台端或产品端具备优势的券商。从短期来看，

市场投交活跃、新三板业务持续扩容，有助于增厚券商业绩，建议继

续关注券商。 

风险提示： 

二级市场大幅下滑；疫情影响超出预期；资本市场改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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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回顾 

上周（20211011-1015）沪深 300 指数、创业板指数分别收于 4,932.11（0.04%）、3,276.32

（1.02%），申万一级行业非银金融指数涨幅为-3.04%，在 28 个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2。证券

Ⅲ（-3.44%）在 227 个三级行业中排第 154 位。 

个股表现，仅 6 只个股收涨，分别为东兴证券（1.97%）、国盛金控（1.72%）、锦龙股

份（1.43%）、红塔证券（0.59%）、南京证券（0.50%）、华鑫股份（0.14%）。 

图 1：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对比（%）  图 2：大盘指数和非银金融子板块涨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1：证券业个股涨跌幅前五名与后五名 

前五名 后五名 

简称 周涨跌幅（%） 简称 周涨跌幅（%） 

东兴证券 1.97  中银证券 -10.96  

国盛金控 1.72  东吴证券 -8.91  

锦龙股份 1.43  中信建投 -7.04  

红塔证券 0.59  哈投股份 -6.86  

南京证券 0.50  中金公司 -6.73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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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策略 

中证协发布《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明确证券公司声誉风险法律依据、基本原则、

治理架构及各责任主体职责分工，要求证券公司建立并持续完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同

时需设置新闻发言人。建立健全声誉风险管理体系，强化风险管理能力，同时也是证券公司可

持续发展的竞争力之一，对全行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券商披露三季度业绩。前三季度，两市日均成交 1.05 万亿元，同比+21%；IPO 金额 3768

亿元，同比+6%；沪深 300 和创业板指数分化，涨跌幅分别为-6.62%、9.39%。东方财富前三

季度归母净利润 62.34 亿元，同比+83.48%，其中，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25.07 亿元，同比

+57.76%。国元证券预计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13.26 亿元，同比+22.74%，其中第三季度归母净

利润 4.8 亿元，同比+3.71%。 

交易下滑，证券板块跑输大盘。上周，每日成交均不足万亿元，周日均成交 9454 万元。

沪深 300 指数、创业板指数收涨 0.04%、1.02%，证券Ⅲ收跌 3.04%，跑输大盘。 

从中长期来看，证券行业助力资本市场高效运行，助力共同富裕大局。目前，资本市场处

于第三次大变革时期，以注册制为“牛鼻子”，致力于改进资本市场运行机制、提升运行效率，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建议关注兼具“无短板”与“有特色”的头部券商，以及具

备差异化优势的特色投行。另一方面，财富管理赛道宽且长，建议关注财富管理大赛道的优质

券商。各金融业态在财富管理的布局上刚刚开始，仅处于抢滩阶段，远未形成固定的竞争格局，

建议关注在财富管理业务销售端、平台端或产品端具备优势的券商。从短期来看，市场投交活

跃、新三板业务持续扩容，有助于增厚券商业绩，建议继续关注券商。 

三、监管政策 

证监会和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意见》，支持、推动在证

券期货业务活跃的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仲裁机构内部试点组建证券期货仲裁院（中心），适

用专门仲裁规则，专门处理资本市场产生的证券期货纠纷。 

中证协发布《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明确证券公司声誉风险治理架构及各责任主

体职责分工，要求证券公司建立并持续完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同时需设置新闻发言人。

《指引》共五章，三十五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了《指引》的法律依据、声誉风险管理

的基本原则，全面定义声誉风险。二是明确声誉风险治理架构及各责任主体的职责分工，指

导证券公司建立组织健全、职责明晰、联动协作的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三是要求证券公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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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并持续完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在战略规划、公司治理、业务运营、信息披露、工作

人员行为管理等经营管理各领域充分考虑声誉风险，全流程管控。四是要求证券公司建立工作

人员声誉约束及评价机制，从制度建设、管控部门、人事管理、信息登记、内控监督等层面加

强对工作人员的声誉风险管理。五是加强自律管理，按照《指引》，协会可对证券公司声誉风

险管理情况进行评估、监督和检查，对证券公司及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采取自律管理措施或纪

律处分，证券公司对相关人员的问责信息应按照有关规定报送协会。 

四、金融同业跟踪 

中期协：8 月全国 150 家期货公司营收、净利双双大增，共实现营业收入 44.37 亿元，环

比增长 9.93%，同比增长 48.3%；实现净利润 13.42 亿元，环比增长 18.62%，同比增长 95.16%。

（中期协） 

10 月 18 日，MSCI 中国 A50 互联互通（美元）指数期货正式开始交易。有分析人士指出，

作为香港首个 A 股期货产品，在外资不断涌入 A 股市场的当下，将进一步吸引境外长期资金

配置 A 股，为 A 股市场再添“一把火”。据悉，该指数的金融行业占比仅为 18.36%，而工业

的占比为 14.74%；相比之下，富时中国 A50 指数中，金融行业的占比高达 37%，而工业的占

比仅为 3.89%。（wind） 

富途、老虎等跨境互联网券商在中国境内经营活动中一些风险情况，引发市场关注。接

近监管部门人士透露，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正着力完善相关监管规则，将依法对此类活动予

以规范，加强监管执法，全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wind） 

年内 13 家券商抛出不超 1463 亿元再融资方案。近日，中国银河、浙商证券均抛出大额可

转债募资计划分别拟募资不超 110 亿元、70 亿元。十年来，金融业是可转债发行的主力军，

可转债市场募资总额超 100 亿元的上市公司共有 16 家，其中有 12 家来自金融业。目前，还在

交易中的券商可转债包括东财转 3（东方财富）、国君转债（国泰君安）、华安转债（华安证

券）、长证转债（长江证券）、国投转债（国投资本）、财通转债（财通证券），其中东方财

富 158 亿元的募资规模为最高，国投资本以 80 亿元紧随其后，如若中国银河募资 110 亿元可

转债计划落地，将成为当前募资规模第二的券商可转债；而浙商证券 70 亿元可转债将仅次于

国投资本，与国泰君安并列第四。（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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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东方财富】披露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实现营业收入 96.36 亿元，同比+62.07%；归母

净利润 62.34 亿元，同比+83.48%。 

【国元证券】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37.08 亿元，同比+4.96%；

归母净利润 13.26 亿元，同比+22.74%。 

【锦龙股份】披露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 3,028.00 万元至 4,038.00

万元，同比下降 80%-85%。 

【光大证券】证监会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0 亿元永续次级公

司债券。 

【东吴证券】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西部证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筹划组成联合体收购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

提案。 

【海通证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西南药业未充

分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存在未能勤勉尽责情形，没收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100 万元，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 

【中原证券】（1）全资子公司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公

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河南省中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1%股权，挂牌底价拟为人民币 1.26 亿元。

（2）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完成减持，持股比例从 5.72%减少至 4.63% 

【天风证券】（1）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上市流通数量为 28.27 亿股，上市流

通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19 日。（2）撤销 2 家营业部。 

【招商证券】为招商国际提供不超过 30 亿港元的担保，招商国际及其子公司相互提供担

保余额为 52.31 亿元人民币。 

【太平洋】上市保荐书违反“真实、准确、完整”等要求，收到四川证监局警示函。 

【锦龙股份】放弃控股子公司中山证券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中山证券拟引进战略投资者

广州南沙开发建设集团资，增资款总额为 28,960 万元，其中 8,000 万元计入中山证券注册资本。 

【方正证券】股票质押强制执行，增加公司第三季度收入 1.21 亿元，冲回减值准备 75.84

万元，增加公司净利润 9,169.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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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提示 

二级市场大幅下滑；疫情超出预期；资本市场改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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