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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人均薪酬逾400万

券商行业历来是盛产高薪的大
本营。国金证券年报披露，公司副总
经理姜文国2017年薪酬为772.82万
元，排在目前已披露四川上市公司的
第一位。此外，公司副总经理纪路薪
酬为555.95万元，公司董事长冉云薪
酬为501.78万元，公司副董事长杜航
薪酬为489.69万元，公司副总裁李蒲
贤薪酬为487.42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国金证券2017年

董监高人员发放薪酬合计5943万元。
如果减去不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
高管，以及3位独立董事的象征性薪
酬，那么14位高管合计领取了5900万
元薪酬，人均超过400万元。

对比行业巨头，国金证券高管团队
也不逊色：中信证券董事长张佑君2017
年薪酬为553.18万元、总经理杨明辉为
690.6万元；海通证券副总经理宫里啓
晖薪酬为669.78万元；国泰君安董事、
董事会秘书喻健薪酬为523.25万元。

不过，国金证券高管的绩效年薪
有部分采取了延期支付的方式，且延
期不少于3年。公司年报披露了2016
年度及以前年度递延发放的薪酬金
额，其中较高的有：冉云1096.91万元、
金鹏1221.67万元、姜文国840.43万
元、纪路1058.22万元。

员工人均薪酬已超华为

除了高管薪酬“笑傲江湖”外，国
金证券员工人均薪酬也领先行业。年
报显示，2017年公司员工2916人，职

工薪酬21.35亿元，人均约73.2万元，
比五大券商巨头中人均薪资最高的
海通证券还高出10万元。这个人均薪
酬还超过华为，华为2017年年报显
示，员工平均年薪为68.89万元。

需要指出的是，从年报中得出的
员工人均薪酬，并不能准确反映员工
的真实收入，这往往也是公司员工看
到年薪后纷纷“吐槽”的地方。一方
面，高管的天价薪酬会拉高“人均”；
另一方面，员工不同岗位、不同地区
薪酬并不一样。

此外，一些公司的隐形福利也无法
计入。比如海通证券总经理助理林涌，
在上市公司中薪酬显示为0，但2017年
度实际薪酬高达1294.9万元，其薪酬另
在子公司海通国际证券领取。

值得一提的是，与天价薪酬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国金证券2017年营
收、净利润双双下降。报告期内公司
取得营业收入43.91亿元，同比下降
6.0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1亿元，同比下降7.49%。公司表
示，这主要是受证券市场成交量下跌

影响，导致公司全年经营业绩较上年
略有下降。

或将迎来挑战者华西证券

不过，国金证券长期高居四川上市
公司榜首的薪酬，或将迎来强劲挑战者。
四川另一家券商公司华西证券（002926）
今年成功上市，其高管团队薪酬首次公
开披露后也同样令人震惊：公司董事长
蔡秋全2016年度薪酬为530.26万元，公
司总裁杨炯洋薪酬为592.96万元，公司
副总裁祖强薪酬为646.16万元。

目前华西证券2017年年报暂未
披露，但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17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26.70亿元，同比下降
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2亿元，同比下降38.7%。

在其他已披露的四川上市公司
中，蓝光发展董事长杨铿薪酬为
496.71万元，估计进不了前十。新希望
暂未披露年报，但董事长刘畅上年度
薪酬为529.89万元，或许勉强可以一
战。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临近清明节小长假，不少人
已经开始为踏青做自驾出行计划
了。不过有数据显示，每次公众假
期的自驾出游，由于人车拥堵、路
况不熟等原因，车辆异地出险情
况呈上升趋势。如何在驾车出游
的过程中玩得开心、玩得放心，没
有后顾之忧呢？中国太保产险的
车险专家表示，出行前做好车辆

“体检”，行车中注意安全规范驾
驶，并配置足够的商业车险，可以
让大家的出行更安心。

关注五大项
出行前给车辆“体检”

中国太保产险工作人员表
示，在出行前大家一定要对车辆
进行仔细而全面的检查，排除可
能发生的安全隐患。首先检查车
辆的漆面、玻璃及底盘是否有划
伤或磕碰，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
进行打蜡及底盘装甲等保养，或
是联系保险公司及修理厂进行
修复。尤其是对底盘进行一次彻
底细致的检查很有必要。

第二，查看转向系统的油
质、油量，同时检查在节后车辆
行驶中是否出现过方向盘抖动、
车辆停放位置出现油渍等现象，
如果有的话需要赶快维修。

第三，检查发动机油、变速
箱油、方向盘油及冷却液，如果
机油已经低于机油尺标注的最
低刻度，应及时添加相同品牌
及型号的机油；如机油的颜色
已经不再清澈而变得乌黑浑
浊，应马上更换。

第四，查看刹车有无异常，
反应是否灵敏。

第五，检查每个车轮的胎压
是否处在正常范围内，如果胎压
过低，则需检查轮胎上是否有硬
物刺入或裂口，视严重程度决定
修补或更换。

遭遇事故别慌
保护现场及时报案

如果在出游时不小心遭
遇了碰撞或事故，中国太保产
险保险理赔专家表示，别慌，
出险后及时报案，同时注意保

护现场，保险公司会安排当地分
支机构人员赶赴现场查勘定损，
协助大家处理问题。需要提醒的
是，根据车险相关条款规定，发
生保险事故后，车主应向事故发
生地交警部门报案，同时在 48
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否则有
可能被拒赔。

此外，许多车主出险后急于
将车辆拖运回居住地进行维修，
反而对车不利。保险理赔专家解
释，汽车拖运是一项专业性极强
的工作，私车拖运极易造成二次
损坏，为防止扩损，车主最好耐
心等待保险公司的施救车辆。

护航小长假出游
中国太保产险全力提供保障

作为国内车险市场上的“绩
优生”，中国太保产险的专业理
赔服务品牌“太好赔”自启动以
来，已成为行业理赔服务新标
杆。近日，继全国首家“太好赔”
客户体验店——申川汽车服务
中心揭牌试点之后，中国太保产
险“太好赔”授权客户体验店已
在全川铺开，太平洋车险车主们
办理赔更方便了。

据悉，在“太好赔”客户体验
店，客户不仅可以体验“太好赔”
所有服务项目，也可以通过手机
微信自助查勘，1 分钟一键报
案、8 分钟自助定损、15 分钟收
付赔款，仅需三步，即享“极速”
体验 ；指尖人伤，30分钟到账，
人伤赔款就医之前就可足额支
付 。在清明小长假出行期间，如
果遇到车辆出险情况，可就近选
择推出了“太好赔”客户体验服
务的4S店，出险理赔全程无忧。
截至目前，四川“太好赔”客户体
验店在全省已有29家。

更优价格，更好服务，打开
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太保车险马
上报价！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小长假自驾踏青
出行前先“体检”遇擦挂别慌
中国太保产险一路暖心护航！

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陆续披露

国金证券高管薪酬人均400万
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陆

续披露，颇受“吃瓜群众”关注
的薪酬也陆续浮出水面。在
四川上市公司中，最“土豪”的
国金证券（600109）高管团队
薪酬遥遥领先，并对其他上
市公司形成压倒性优势。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就在清明假期即将来临之际，
A股市场的表现也真是让人“欲断
魂”。昨天，大盘低开低走，沪指下跌
26.55 点 ，以 3136.63 点 报 收 ，跌 幅
0.84%。而前期强势的创业板指数跌
幅较大，最终下跌27.78点，以1872.47
点报收，跌幅达1.46%。

前晚美股的表现，给昨日的A股
埋下一个“大坑”！

具 体 看 ，纳 斯 达 克 指 数 下 跌
2.4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9%，而标普500指数跌幅也超2%，亚
马逊、特斯拉等龙头科技股均遭遇大
跌。有媒体报道，美股遭遇了大萧条

以来4月行情的最差开局。
受此影响，昨天A股的低开低走，

也就不会让人太过意外了。沪指低开
33点，盘中一度下跌超过40点。深成指
直接低开134点，盘中一度大跌超过
180点。而创业板指数，下午一度大跌
近50点，最大跌幅达到2.64%。应该说，
不论是主板还是创业板，都有些跌得
让人“怀疑人生”，直到下午2点半之
后，市场才略有回升。但到收盘时，各
类指数也都没能回补早盘留下的跳空
缺口。

从盘面来看，尽管两市仍有40多
只个股涨停，但依然是个股普跌的局
面。而前期的热点，也基本熄火，尤其
独角兽概念股普遍回落。独角兽概念
股中，前期龙头合肥城建大跌6.51%；
另一只龙头天华超净，在早盘冲击涨
停板之后，最终仅上涨2.84%，全天换

手率高达31%。
另外，蓝筹股方面，金融股继续

弱势运行，消费类白马股略有反弹。
上证50指数昨天虽然表现略强于大
市，但最终依然下跌了0.52%，并且再
次跌破年线。而沪深300指数下跌
0.63%，虽然守住了年线重要关卡，但
依旧很疲软。

和美股一样，A股市场近期持续
疲弱。既然如此，我觉得短期还是继
续保持谨慎要好些。尤其今天是清明
小长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更有必要
谨慎应对。

值得注意的是，昨天有个消息还
算是能够让人舒服一些。这个消息，就
是港股市场在A股收盘后出现了反弹。

上午，港股也是处于跌势，恒生
指数一度下跌超过300点，跌破30000
点大关。但是，下午2点钟之后，港股

的回升力度比A股要强一些。到下午3
点之后，恒指翻红，并走出一波反弹
走势，最高一度上涨了约170点，最终
恒指上涨86.72点，以30180.10点报
收，涨幅0.29%。另外，恒生国企指数
表现更强，最终上涨138.33点，以
12136.67点报收，涨幅1.15%。

从恒生指数的走势看，在经历了
近期的调整后，指数在半年线位置寻
求到支撑。如果后市港股能够率先止
跌反弹，那么对于A股而言，无疑是一
个好的信号。 （张道达）

A股收盘后 港股传来了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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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掌老师”课堂喜欢甩巴掌
一本书等于一巴掌

上课甩一巴掌，这是学生对吴钢
老师最大的印象。国际商学院2017届
本科毕业生在毕业纪念册中写到：“课
题上一只可爱的‘手掌’是您留个我们
的一笔宝贵财富，教会了我们如何去
更加有效地学习。”

为什么想到用巴掌来上课？吴钢
说自己从2014年7月加入西财后，发
现自己《宏观经济学》课堂上学生对
大部头的经济学知识理解起来非常
困难，感觉知识点过多非常散乱，不
容易理解且容易忘记。“感到学生的
困惑后，我自己就对教材进行了归纳
总结，发现知识点串联起来非常像一
个手掌，于是我就想到用手掌来形象
的展示，帮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加
深‘掌握’。”

从2014年10月开始，吴钢就将自己

总结出的“巴掌”运用到实际教学中。于
是在课堂上，老师和同学们上课首先画
一巴掌，再指着巴掌指头开始上课。
2016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
邓小玲回忆道：“吴钢老师的逻辑思维
能力很强，可以把整本书的内容总结成

一个巴掌。”吴钢曾经在课堂上说：“许
多我教过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不知道他
们能记住多少专业课知识，但他们一定
会记得我的‘一巴掌’”。

学生对这种非常形象新颖的方式
非常感兴趣。吴钢将一本书的全部内

容浓缩在一个手掌之中，即把一本书
对应手掌的各个部分，并把各个部分
之间的联系有机串联起来。这样，全书
的内容就能够让学生有效地“掌握”或

“掌控”了。学生们私下都生动地把它
总结为“巴掌学习法”。

对学生总结出的“巴掌学习法”，
吴钢认为这种学习理念其实可以不限
于《宏观经济学》一门课程。“其实，巴
掌只是形式，只是碰巧适合这门课的
逻辑知识点，对于其他课来说也可以
用脸孔等其他更形象的部位来展示。
中心只有一个，就是帮助学生更好找
准核心的记忆单元，更快地拓展理解
单元，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理解、掌
握、应用学到的知识。”

巴掌是表逻辑是里
二者合一始为真

吴钢在国际商学院主要讲授《宏

观经济学》、《商科研究方法》、《国际经
贸数据处理与分析》、《高级国际贸易
实证研究方法》等多门本硕博课程，是
西南财经大学2017年度“优秀教师一
等奖”获得者，他所指导的学生曾获得
第四届“泰迪杯”全国数据挖掘挑战赛
国家一等奖等重要奖项。

吴钢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有其内
在的联系，懂得运用自己的逻辑体系
将其串联起来、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这一点尤为重要。“在我的课堂上，我
更多的也是想培养学生们掌握这种内
在联系，包括巴掌学习在内，是想帮助
学生建立起逻辑性，掌握应用知识，而
不是为了考试。”

于学生的评价，吴钢表示自己还
做得不够好，“我希望我的学生不是学
死书的人，他们应该要能够有效系统
地掌握知识、更能快捷方便地提取和
应用知识，我正在这方面努力。”

（崔亚男 李春雨）

英国威斯敏斯特公学落地双流

2020年将正式招生如果说成都国际班如果说成都国际班
列开行突破列开行突破10001000列列，，在在
蓉世界蓉世界 500500强企业达强企业达
281281家家，，体现了成都的体现了成都的

““硬实力硬实力”，”，那么那么““国际教国际教
育育””则展现了成都的则展现了成都的““软软
实力实力”。”。英国知名私立中英国知名私立中
学威斯敏斯特公学上周学威斯敏斯特公学上周
在蓉宣布在蓉宣布，，来华发展暨来华发展暨
第一所海外学校落地成第一所海外学校落地成
都都，，并将于并将于20202020年秋季年秋季
在双流区建成开学在双流区建成开学。。近近
900900年来年来，，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
公学从未与全世界任何公学从未与全世界任何
国家和地区的任何机构国家和地区的任何机构
和个人合作开办学校和个人合作开办学校，，
成都威斯敏斯特公学将成都威斯敏斯特公学将
是它的首次海外合作发是它的首次海外合作发
展展，，20282028年前威斯敏斯年前威斯敏斯
特公学将在大中华区建特公学将在大中华区建
立立66所威斯敏斯特系列所威斯敏斯特系列
学校学校。。

威斯敏斯特学校在中国的第一所学校
将遵照中国教育法律法规，实现“国际教育
本土化”，面向中国学生和在华的外籍 3-18
岁学生，培养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全球化精
英人才。“在威斯敏斯特，我们鼓励每个人成
才，希望每一个孩子的需求都能得到关照和
关怀。”派特里克·德汉姆校长介绍，英国的
威斯敏斯特公学将学生的全面发展置于教
育的核心地位，课堂上的专业课程与更广泛

的课外活动同等重要；威斯敏斯特公学独特
的教育模式造就学生优秀的品格、卓越的学
术、健康的体魄、全球的视野、挑战的精神、
艺术的素养、人文的情怀。成都威斯敏特公
学也将保留英国学校的传统与精神，在满足
中国义务教育课程的要求同时，学生也能够
接触到英式学校的教学理念。与此同时，中国
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教育也将在成都威斯敏斯
特学校中占据重要部分。 （王勤）

英国威斯敏斯特公学是英国最著名的九大
公学之一，始创于1179年，由伊丽莎白一世在
1560年授予英国王室赞助和认可，有英国公学
的“千年玫瑰”之誉。该校学术成绩全球领先，学
校的体育、音乐、绘画和戏剧艺术教育同样处于
全英领先地位。近900年以来，该校培育出了多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多名英国首相、众多思想
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威斯敏斯特
公学的牛津、剑桥大学升学率常年高达40%以
上，其余多数学生升入伦敦政经、哈佛、斯坦福
等世界一流大学。

谈起选择成都建立第一所海外分校的原
因，威斯敏斯特公学校长派特里克·德汉姆
说：“我们在不断地进行反思和改进，以更好
地响应日益深化的经济和教育全球化发展趋
势。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影响
力前所未见。威斯敏斯特公学被中国对教育
的重视和对学术成就的追求所吸引来华建立
分校，这也打破了威斯敏斯特公学近900年的
传统，在经过了极其谨慎的决策和极其苛刻

的筛选后，我们最终确定了在成都第一所海
外分校的计划”。

英国威斯敏斯特公学的在华合作方、香港
斯为美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主席何吉伦先
生说：“选择成都得益于四川省和成都市、双
流区政府对国际教育的价值和威斯敏斯特公
学高度认同以及全球化人才培养的重视，此
外，我们将在每所学校都提供10%的学额，为
来自贫困和普通家庭，具有优秀禀赋及优异
学术成绩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支持他们
完成学业。”

英国驻华大使馆国际贸易部主任刘静表
示，教育是中英各个领域发展的合作项目的基
石。“只有让我们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最优质的
中英融合教育，未来才能真正为中国和英国输
送更多全球化的人才。威斯敏斯特公学成都学
校不仅仅为孩子们提供植根本土又放眼全球
的高品质教育，作为英国最好的公学之一，它的
办学经验也将为英国学校国际化办学提供很好
的榜样。

百年名校落地双流

国际教育本土化 培养全球化精英人才

西南财大老师课堂直接“甩巴掌”
其自创的“巴掌学习法”深受学生欢迎

课堂黑板上，大大的手
掌占据了中间位置，异常显
眼。学生的笔记本上也学着
黑板描画手掌，一堂课描画
一只手掌。

《宏观经济学》考场内，
当想不起知识点时，西财国
际商学院的学生们通常都
会眯着眼掐指一算：“大拇
指对应金融学、食指对应经
济增长、中指对应物价稳
定、无名指对应充分就业、
小拇指对应国际收支平衡；
掌心对应政策，掌纹分开包
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贸
易政策；不同指节对应不同
章节的知识内容……一切
了然于心。”

这是西南财经大学国
际商学院老师吴钢的课堂，
这位被学生称为“巴掌老
师”的青年教师，在自己《宏
观经济学》与《中级宏观经
济学》课堂中，最喜欢的就
是给学生“一巴掌”，举着自
己的手掌，让同学们跟着巴
掌上课。

吴钢老师画“巴掌”上课

英国威斯敏斯特公学校长Mr.Patrick Derham现场介绍学校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