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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航 

◎公司动态                                      P1

本期重点介绍二季度公司创新业务开展、微平台推广、营业

部建设、党建活动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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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资管、风险子公司等创新业务的筹建工作 

公司已于 4月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

书面申请，且中国证监会已正式受理；展开行业调研，筹建

设立风险管理子公司，相关材料已准备就绪待新规定出台后

即可登记备案；参加了中金所组织的期权做市商大赛，做好

股指期权做市商的准备工作；邀请台湾期货公司来司座谈，

探索合作开展外盘业务。通过各举措加快新业务资格的申请

和业务发展。 

 

■开展 2014 年中期考核工作 

为及时总结上半年的工作成果、厘清下半年工作思路，

确保全年经营目标的完成，公司组织开展了 2014 年中期考

核工作，并计划于 8 月初召开中期工作会。各部门、各营业

部对照部门目标责任书，进行逐条自查；相关部门对传统经

纪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发展进行分析、规划。 

 

■召开 2014 年一季度业务分析会 

为了加强业务沟通、促进发展，公司于 4 月 25日召开

2014年一季度业务分析会。公司高管、总部各部门、各营业

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分析当前行业形势及公司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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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业务情况；各营业机构一季度任务完成情况及二季度具体

经营对策汇报交流；探讨落实 2014 年工作计划的具体措施，

布置下阶段工作。 

 

■修订《客户经理管理办法》、《经纪业务开户管理办法》 

为提高员工业务拓展积极性，推动公司营销业务持续稳

健发展，公司调整《客户经理管理办法》若干条款：居间人

客户权益仍按 90%计入客户经理业绩；中止关于薪酬与客户

盈亏挂钩的规定。修订《经纪业务开户管理办法》，加强期

货经纪业务管理，规范公司业务运作。 

 

■开展 2014 年微信推广竞赛活动 

为扩大微平台的影响力，更好地展示我司增值服务，公

司组织了第一期微信推广竞赛活动，根据各单位人力资源数

计算，分配竞赛指标，并根据个人新增关注用户数量进行奖

励，共设置勇冠三军奖、积极进取奖、存量客户服务奖。下

半年还将持续开展系列微信推广活动，包括知识问答及有奖

转发等。 

 

■营业部及营销部建设有条不紊 

经过前期大量筹建工作，萧山、宁波营业部已顺利开业，

壮大公司区域影响力；三亚营业部完成新址装修并实现搬

迁，长沙营业部的搬迁工作也在紧密准备中，有效控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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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海、绍兴营业部分别设立第一营销部，激励业务发

展。 

 

■第一届策略中心模拟交易大赛颁奖仪式暨经验交流会成

功举行 

６月 20日，公司第一届策略中心模拟交易大赛颁奖仪

式暨经验交流会在总部举行。本次大赛从 4月 1日至 5 月 31

日，吸引了 156名选手参与，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策略，取得

了较好效果。公司今后还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培养挖掘更

多的交易型人才，为投资咨询及资管业务做好人才储备。 

 

■多方位开展党建教育活动 

◆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评选活动：为鼓励各党支

部增强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鼓励广大党员更好

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公司党总支响应国海证券党委

号召，开展 2013年度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评选工作。 

◆党员读书活动：活动自 6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分

为宣传发动、活动实施、评比表彰、交流总结四个阶段。以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建设

学习型、创新型党组织的战略任务。 

◆党课教育报告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三周

年，提升广大党员政治理论水平，党总支于 7 月 4 日举办了

题为“当前中国外交形势分析”的党课教育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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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之窗◇ 

 

■公司首只管理型基金成功发行 

公司联合诺德基金、南通中睿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元葵

资产管理中心和期货中国网，成功发行了“诺德-工行-中睿

元葵资产管理基金”。该产品为管理型基金专户，主要投资

商品期货和股指期货，总认购金额 4740万元。该产品的成

功发行，是公司营销模式的突破，也是公司对营业机构共同

销售产品能力的检验。 

 

■股指期权仿真交易大赛圆满落幕 

为帮助公司员工、客户熟悉股指期权交易规则与仿

真交易平台操作系统，公司于 4 月 1 日起组织开展了为

期两个月的股指期权仿真交易大赛，至今已圆满落幕。

本次比赛共有 637 名选手参与，新增中金所仿真账户 342

户，累计成交金额 237.4 亿元，成交手数 105.4 万手。

前三名收益率分别为 5093.49%、4302.41%、2355.04%。 

 

■有序推进春季巡回培训工作 

◆湖州营业部：3 月 30 日，“春季商品投资交流会暨

公司巡回培训湖州站”活动在湖州隆重举行，来自各行

各业三十几位投资者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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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营业部：4 月 12 日，“春季商品投资交流会暨

公司巡回培训南宁站”活动顺利举行，共有八十多位投

资者参加。 

◆柳州营业部：4 月 13 日，公司巡回讲座活动“2014

年春季商品投资交流会”在柳州营业部成功举办。 

◆上海营业部：4 月 19 日，巡回培训暨“上海期货

实战沙龙”在沪成功举办，共 32 位客户参加了此次沙龙。 

活动提升了各营业机构在当地的影响力，对未来市

场拓展、客户开发与服务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举办三期贵金属投资策略报告会 

◆南宁营业部：5 月 23 日，“2014 年贵金属夜盘投资策

略报告会-百色站”活动在广西百色市顺利举行，共有 110

多位投资者参加。 

◆柯桥营业部：6 月 21 日，“国海良时期货贵金属投资

报告”在绍兴隆重举行，逾 60 位企业嘉宾和个人投资者参

加了报告会。 

◆三亚营业部：6月 28 日，由我司与上期所联合主办的

“2014 年贵金属投资策略报告会”在三亚隆重举行，来自海

口、三亚等地逾 120位企业嘉宾和个人投资者参加了报告会。 

三期报告会主要分享了贵金属期货基础知识、宏观分析

及投资技巧。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加深了投资者对贵金属

投资与贵金属夜盘交易的理解，提升我司在当地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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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国海良时期货 IB 业务交流会成功举行 

“国海证券-国海良时期货 2014年度 IB 业务交流会”

于 5 月 23日、24 日在杭成功举行，来自国海证券总部部分

领导和 57家营业部的总经理、副总经理、IB业务负责人等

近百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总结 IB 业务近几年取得的成就，

探讨今后的发展思路、商定相应的对策措施，为 IB 业务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杭州）饲料产业高端论坛圆满落幕 

6 月 7 日，由公司与大商所联合主办的“2014年中国（杭

州）饲料产业高端论坛”在杭顺利举行。来自浙江区域饲料

及养殖行业 10余位企业负责人、60 余位投资者参加了会议。

通过本次论坛把脉行情走势，服务产业客户，帮助饲料企业

更好地认识到期货市场规避经营风险、锁定加工利润的功

能。 

 

■公司研究所及上海营业部成功组织驻厂调研活动 

6 月 7 日至 8 日，公司研究所、上海营业部员工一行四

人对河北国华乳胶制品有限公司进行驻厂调研。本次活动进

一步扩大了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与客户的关系得到更深层次

的加强。 

 

■柯桥营业部：举行校企合作签约挂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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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柯桥营业部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

院校企合作挂牌仪式成功举办。在学生实践教学、人员培训、

技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为公司发展储备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资源。 

 

◇行业资讯◇ 

 

■155 家期货公司一季度佣金率创历史新低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期货业双量（成交量和成交额）一

增一减:交易额为 57.32 万亿元，同比下降 5.08%；交易量为

4.92亿手，同比增长 8.61%。全国 155家期货公司营业收入

略有增加，但手续费和净利润大幅度下滑，分别为 21.76 亿

元（含经纪业务收入 21.53亿元）、4.99亿元，同比下降分

别为 20.80%、8.97%。与此同时，佣金率下滑至万分之 0.188，

再创历史新低。 

 

■上半年全国期市成交额同比降近 10% 

中期协最新统计资料表明，1—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

交量为 1042920511 手，累计成交额为 1156724.31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3.89%和下降 9.87%。 

 

■证监会：大力拓展期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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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证监会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新“国九

条”的精神内涵，从推动市场创新发展、改善市场投资者结

构、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加大监管转型和执法力度、加快

推进期货法立法五个方面大力拓展期货市场，优化市场体系

结构，建设一个与经济金融发展程度相匹配、风险管理需求

相适应的、竞争力强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 

 

■期货及衍生品行业 发展意见即将发布 

证监会日前表示，在近期相继公布推进证券经营机构、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创新发展的两份意见基础上，即将出台关

于期货及衍生品行业的发展意见，阐述证券业、资产管理行

业以及期货行业怎样更好地为财富管理业服务。 

 

■连续交易一周岁 市场肯定夜盘交易 

去年上期所首推贵金属连续交易，至今夜盘上线已一周

年。7 月 4 日，大商所推出棕榈油和焦炭夜盘交易，国内期

市连续交易品种增至 8个。夜盘交易激发了市场潜力，提高

了期货市场的国际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私募市场喜迎“黄金”发展时期 

    随着政策的推进，以往借助于基金专户发行产品的期货

私募，有望直接通过期货公司开立期货账户，期货公司、私

募现深度合作机会。新“国九条”针对私募市场的培育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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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门阐述，为私募市场规范发展勾勒出基本框架。业内人

士认为，私募行业即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公募基金参与商品期货等规则正在研究 

证监会表示，公募基金可投资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非

公开发行在证券交易所转让的债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

证券衍生品以及黄金合约等商品合约。目前，证监会正在研

究基金参与融资融券、期权、商品期货等业务规则，探索推

出不动产投资基金（REITs）等新基金品种。 

 

■两地交易所态度积极 “商品通”有望成行 

继沪、港股市互联互通之后，商品期货市场有望成为内

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又一重要领域。目前，内地三

家商品期货交易所均已与港交所签署合作备忘录。分析人士

指出，这有助于拓展市场广度，推动两地期货市场共同发展。 

 

■四家期交所期权准备工作有条不紊 

目前四家期交所正按照既定的计划和步骤，在品种选择

和规则优化、做市商制度和系统开发建设、仿真交易、投资

者教育和服务等方面稳步开展期权上市前的准备工作。同

时，证监会表示，正在研究论证特定股票 ETF品种开展期权

交易试点的方案，并将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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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原油等期货新品种上市 

日前证监会强调，落实资本市场支持上海自贸区的政策

措施，扎实推进国际化原油期货市场建设，争取年内推出原

油期货；中金所将于近期推出 10年期和 3 年期国债期货仿

真交易；上期所 5 月启动有色金属指数期货的仿真交易，下

阶段要推锡镍氧化铝和稀土期货新品种上市；郑商所铁合金

期货交易获批，具体上市日期待定。 

 

■期交所频出新招激活市场 

日前，郑商所发布“三业”、“点基地”、“面基地”

活动三大新规，修改甲醇期货合约以及甲醇、玻璃、白糖、

PTA、动力煤等品种的业务细则，对所内期货品种不再限仓，

以完善期市建设、降低交易门槛、避免风险积聚。上期所则

于 4 月起对铝、锌、铅、螺纹钢执行当日平今仓免收手续费，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有色期货品种的交易成本，活跃交易市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