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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航 

◎公司动态                                      P1

本期重点介绍一季度公司增资扩股、资格申请、客户服务、

制度建设等工作 

 

◎业务之窗                                       P4 

本期重点介绍公司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行业资讯                                       P7 

本期重点介绍行业最新资讯 

 

※欢迎各位领导、同事批评指正！热切欢迎各部门多提供素

材、资料，办公室将持续定期推出后续动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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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2014 年工作会议暨年度表彰大会顺利召开 

    1 月 17 日，公司在杭召开了 2014 年工作会议暨年度表

彰大会。总部副总经理以上人员、各营业部负责人、公司优

秀员工参加了会议。 

张金荣总裁代表经营班子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郑燎原

常务副总裁对公司有关政策的调整进行了解读；会议宣布了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分工和中层干部的任免；会议对 2013 年

度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听取了优秀代表的发

言；董事长与经营层、经营层与各营业机构分别签订了 2014

年目标责任书；兰海航董事长发表了重要讲话，分析了行业

变化趋势，并提出了应变措施。 

 

■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5 亿元 

为增强资本实力，在前期增资可行性论证分析的基础

上，公司于 2 月 20 日正式启动增资扩股工作，通过股东同

比例增资，于 3月 17 日完成注册资本变更，增资至 5 亿元。 

 

■积极申报资产管理业务资格 

为拓展业务范围，公司着手准备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申报

事项。目前已完成相关制度方案的制定，人选及办公场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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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等准备工作。待净资本专项审定、法律意见书及 2014

年 3月份风险监管报表到位后，就可向证监会提交申报材料。 

 

■出台八项考核激励政策 

建立公司领导挂钩联系营业机构制度，制定《促进 2014

年公司机构客户开发若干政策》、《营业机构信息技术费用分

摊方案》、《2014 年营业机构弹性费用管理办法》、《2014 年

度营业机构奖金提取预案》，调整公司客户经理管理办法若

干条款，修改营业机构考核方案，明确营业机构考核奖惩补

充规定。通过以上政策，加强总部与营业机构的沟通联系，

鼓励营业机构积极组织营销活动，激发员工营销热情，推动

年度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 

 

■继续推进制度建设 

为保证营业部业务有序进行，加强岗位责任管理及自有

资金管理，修订了《营业部管理办法》、《营业部岗位职责

管理办法》，印发《营业部自有资金管理细则》。制定《呼

叫中心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客户出入金管理细则》、《客

户回访管理办法》，以提高公司客户服务水平，增强客户满

意度。同时，为有效管理内部讲师队伍，提高公司培训效果，

下发《内部讲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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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分类监管自评工作正式启动 

2014年度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评级工作即将启动，为全力

以赴落实该项工作，公司成立分类监管评级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各部门、各营业部对 2013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工作情况进行自查自评，查漏补缺，完善工作底稿，力

争在分类监管评级中再次取得好成绩。 

 

■开展系列客户服务工作 

为规范公司开户审核工作，督查客户资料审核、保存、

流转等方面业务规范情况，公司于 1 月开展营业机构客户资

料规范检查。与此同时，针对公司存量非休眠客户，组织开

展 2014年度客户专项回访工作。为推动回访工作的顺利完

成，于 2 月 13日举办 2014年度客户专项回访培训。 

 

■布局浙东区域，加强本土影响力 

持续推进萧山、宁波营业部筹建工作，目前两营业部筹

建负责人均已到岗，各岗位人员陆续到位，装修施工亦基本

结束。同时，为促进上海营业部业务开展，设立了该营业部

第一营销部。 

 

■积极举办各类专项培训，加大培训力度 

1、为了推广和普及期权交易知识，做好开展期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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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提高公司未来参与复杂衍生品市场的竞争能力，公

司于 3 月 29 日举办面向全体员工的期权业务培训班。内容

涉及期权基础知识、合约设计及交易规则，期权定价与风险

计算，交易策略，头寸风险管理四方面，并增设课堂测试环

节，提高培训效果的转化率。 

2、为提高公司客户经理服务水平，培养服务社成员辅

导客户交易的能力，公司于每周五下午 15：30-16：30开展

业务人员专项培训，本期培训以交易方法为主要内容。 

3、为完善公司夕会制度、加强研究团队服务能力，公

司自 3 月 11 日起，每周定期开展品种策略分析会。每周二、

周三、周四分别为宏观及股指主题、工业品主题、农产品主

题。 

 

◇业务之窗◇ 

 

■推进基金产品发行不放松 

2014年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基金产品销售，致力业务转

型。近期，为顺利完成“诺德-国海-中睿元葵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工作，有序推进营销活动。公司对产品进行了任务分配，

挂钩年度考评结果，并出台相应奖励政策，激发各部门及员

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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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第八届全国期货实盘交易大赛 

3 月 22 日，公司携手中金所在杭举办了“经济转型

背景下金融期货投资论坛暨第八届全国期货实盘大赛启

动仪式”。来自浙江、上海等地 120 余位投资者参加了本

次论坛。本次大赛正式开始时间为 3 月 28 日，历时 6 个

月，总奖金设臵高达 80.6 万。公司号召各部门以大赛为

契机，积极展开营销活动，推动业务发展。 

 

■2014 年春季商品投资交流会暨公司巡回培训成功举办 

◆上海营业部：3 月 1 日，“2014 年橡胶行业迎春报

告会”在上海成功举办。 

◆金华营业部：3 月 8 日，春季商品投资交流会暨公

司巡回培训金华站活动顺利举行，参会投资者近三十人。 

◆柯桥营业部：3 月 9 日，“春季商品投资交流会暨

公司巡回培训柯桥站”活动顺利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

二十几位投资者参与了本次培训。 

本次活动对各营业部赢得客户信赖，树立专业形象，

进一步加深双方合作关系起到了很大作用。 

 

■策略模拟交易及评比活动火热进行中 

为加强策略中心平台管理，促进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公

司研究修订了《策略中心平台管理指引（2014 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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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培养、挖掘交易型人才，组建专业投顾团队，公司

依托策略中心平台组织开展模拟交易大赛活动。 

此外，公司在 2013 年策略中心策略评比的基础上，还

将定期开展策略评比活动，鼓励策略开发者积极参与策略中

心的策略展示，为投资咨询服务及资管业务做好人才储备。 

 

■搭建策略分享平台，挖掘投顾人才 

1 月 8 日，公司首场策略中心策略分享会顺利举行，来

自各部门、各营业部 160 余人通过现场、视频的形式参加了

会议。通过搭建策略分享平台，充分挖掘潜在投顾人才，提

升了营销人员产品营销的信心。同时，为加强对客户的投资

指导，提高服务满意度，降低客户亏损，公司面向营业机构

开展投资顾问人员推荐工作。 

 

■南宁期货学院 2014 开年活动精彩纷呈 

1 月 18 日，南宁期货学院“2014，马上揭晓”年终

发布会顺利举办。会议围绕“2014 你我的期货学院——

马上揭晓” 的主题展开，70 余名与会人员共同探讨 2014

中国期货市场趋势。 

3 月 1 日，“2014，开年大戏”活动于在南宁营业部

培训室隆重举行。期货学院 80 余名学员欢聚一堂，辞旧

迎新，迎接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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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证监会：已形成期货法立法建议稿（草稿） 

    证监会表示，已经组织起草形成了期货法立法建议稿

（草稿）。下一步将抓紧对草稿进行修改完善，尽快将证监

会关于期货法的立法建议稿报送立法机关，全力配合立法机

关做好期货法立法的各项工作。 

 

■证监会：期货公司暂不能开展手机开户业务 “零佣金”

由中期协自律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正在对各个传统金融业务

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2月 17 日东航期货网站推出手机

开户以及经纪业务零佣金业务。证监会表示，尚未出台期货

公司手机开户规定，手机开户存有多项问题，监管部门已经

叫停该项业务，期货公司暂不能开展手机开户业务。 

 

■证监会公开 63 项行政审批事项 

证监会日前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目录共 63项，涉

及期货公司设立、合并、分立、停业、解散或者破产，期货

公司境内及境外期货经纪业务、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产管

理业务许可，期货交易场所上市、修改或者终止合约以及制

定或者修改章程、交易规则的审批等审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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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上市准备工作“换挡提速” 

    目前，期权交易的制度和技术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有分析认为，中金所的股指期权和上交所的个股期权有望在

今年二三季度率先推出。在此背景下，国内三大商品期货交

易所上市商品期权也将为期不远。2 月，期货公司受邀参与

上交所组织的个股期权业务培训会，这意味着期货公司将和

证券公司一样，同台代理个股期权交易。 

 

■上海自贸区 51 条金融细则逐步落地 

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制度框架体系已基本形成，截

至目前，一行三会已出台 51 条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有关政

策细则和措施。各类市场主体正在上海自贸区建设若干个面

向国际的市场平台。目前，上期所已在自贸区设立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上金所计划在自贸区内设立国际交易平台，得到

央行的大力支持，平台建设有望在年内完成。 

 

■期货公司增资潮再度翻涌 

2013 年，国内期货公司“动作”频频。其中有 29 家期

货公司合计增加了约 32.44 亿元注册资本，约 20 家公司进

行了股权变更，约 13 家公司扩大了经营范围，4 家公司开展

并购，多家期货公司更名。2013 年年底，注册资本上 10 亿

元的期货公司共有 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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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独立发行产品更近一步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17 日公布了《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私募基金距离独立

发行产品又近了一步。同日证监会表示，新证券投资基金法

已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纳入调整范围，规定由基金行业协会

开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工作。 

 

■混业潮涌 期货业酝酿变革 

随着业务牌照限制的放开，金融行业洗牌将加速。2014

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促进证券期货

服务业提升竞争力的举措，其中包括期货经营机构准入的放

宽以及允许证券、期货、基金交叉申请业务牌照等。在看到

机遇的同时，期货行业也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各大期交所稳步推进期货新品种 

一季度，聚丙烯、热轧卷板期货先后上市。据悉，上期

所正积极筹备原油期货，有望今年 4 月份推出，亦准备夜盘

交易。郑商所今年将尽快推出棉纱期货，以健全品种体系。

中金所将开展上证 50 指数期权仿真交易，积极推进汇率、

利率等方面的研究。上期所与中电联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推动电力期货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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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期交所成交量初现国际范儿 

根据美国期货业协会（FIA）统计的 2013年全年成交量

数据，大商所、上期所、郑商所和中金所的成交量世界排名

依次为第 11、第 12、第 13和第 19 位，前三家排名不变，

中金所排名有所提高。从商品大类来看，豆粕、豆油、螺纹

钢、白银等多个品种在全球名列三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