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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行业薪酬制度新规落地
券商人“炫富”曾屡引热议

5月13日晚间，中国证券业
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
酬制度指引》（以下简称《指
引》），对券商内部薪酬制度做出
了具体规范。

中证协指出，该指引是为指
导证券公司建立稳健的薪酬制
度，健全薪酬激励约束机制，促
进证券公司稳健经营和可持续
发展，更好承担社会责任。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近年
来，证券行业的薪酬话题曾屡次
引发社会热议。

2022年1月，中泰证券被曝
出其非银首席分析师在小红书
上晒出税前224万年薪、申报税
额62万的截图，尽管当事人随后
否认了此事，但仍然将中泰证券
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几乎同一时间，网上传出一
份来自某券商的内部文件《固定
收益融资部员工社会行为准则
（试行版）》，要求公司员工在要
避免炫富等行为给公司及行业
带来负面影响。其中包括：“不允
许开豪华车（100万以上）、戴高
档手表（15万以上）、使用高档包

（5万以上），以及其他不合时宜、
奢华定制的物品。”

上述事件引发了社会对证
券行业高薪酬的关注，武汉科技
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
新曾在接受红星资本局的采访
时表示，如果整个券商行业薪酬
高得离谱，监管层可能会对券商
采取限薪措施。

据财联社报道，今年初，中
证协曾向券商下发薪酬管理制
度调研的通知。如今，《指引》终
于“靴子落地”。

业内人士：
削峰填谷让薪资更加平稳

红星资本局梳理发现，《指
引》大篇幅提到“稳健”薪酬制度，
例如：薪酬制度中应当明确不通
过包干、人员挂靠等方式开展业
务，不通过直接按比例分成等独

立考核方式实施过度激励，不将
从业人员的薪酬收入与其承做或
承揽的项目收入直接挂钩。

证券公司应当制定薪酬预
算总额，薪酬方案要充分考虑市
场周期波动影响和行业及公司
业务发展趋势，适度平滑薪酬发
放安排，同时做好薪酬激励的极
值管控和节奏控制。

针对领导层的薪酬，《指引》
中也给出了规定：证券公司在制
定薪酬制度时，应当对董事长、
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业务部门负
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和核心业
务人员建立薪酬递延支付机制，
递延支付年限应当与相关业务
的风险持续期限相匹配，递延支
付速度应当不快于等分比例。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头
部券商首席分析师告诉红星资本
局，这次薪酬制度的整体倡议和

变化主要是针对券商的研究所和
投行部门。该首席分析师表示，以
前这两个部门的薪酬主要与项目
与收入挂钩，一个项目下来如果
做好了收入确实很高，但是如果
行情不好，收入又下降很快。

上述首席分析师称，他所在
的证券机构目前已经根据《指引》
对薪酬制度有所调整，修改后薪
酬结构更为多元，主要为薪酬与
项目脱钩，改成基本工资+绩效工
资+奖励和增值工资四个部分。奖
励与项目完成情况挂钩，而增值
主要是与服务客户的反馈挂钩。

该首席分析师形容此次的
调整为“削峰填谷”，他提到，以
前券商人的工资是十年不开张，
开张吃十年，波动很大，如今调
整后，会导致研究所和投行部门
的整体薪资更加平稳，人员流动
也更小，有利于长期服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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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则“我国科学家发现
新冠治疗新药”的话题登上热搜，
让千金藤素走进大众视野并引发
舆论热议。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千金藤的
实体中药材批发价格和种植户的
种苗均已出现大幅涨价。其中，千
金藤价格已从20-50元每公斤涨到
最低160元每公斤，价格涨了8倍左
右。千金藤种植户则表示，订单多
到发不出来，有人甚至准备下月扩
产10万根。

二级市场上，多只千金藤素概
念股经过一周的热炒，截至5月17
日收盘已出现回落。

多家千金藤素概念股涨停

据新华网报道，5月10日，我国
科学家发现的新冠治疗新药获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10uM（微摩尔/
升）的千金藤素抑制冠状病毒复制
的倍数为15393倍。

消息一出，新冠治疗新药的相
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此后一周，多
只个股背后企业虽无千金藤素产
品的生产与销售，但仍冲高涨停。

此后，步长制药（603858.SH）、
千金药业（600479.SH）等上市公司
纷纷发布公告称，目前并无千金藤
素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随着消息
不断发酵，多只千金藤素概念股股
价已出现回落或涨幅回归常态。

截至5月17日收盘，生物谷
（833266.BJ）收涨3.62%，报13.3元/
股，自5月10日以来股价涨超70%；

大理药业（603963.SH）收跌9.98%，
报14.61元/股，已实现8天6板；千金
药业收跌8.85%，报10.4元/股，前两
个交易日均涨停；步长制药收涨
0.13%，报23.01元/股，此前同样连
续 两 个 交 易 日 涨 停 ；华 北 制 药
（600812.SH）收涨1.72%，报8.27元/
股，昨日开盘涨停。

事实上，目前已披露公告的上市
公司中，真正与千金藤素有关的当属阿
拉丁（688179.SH）。据阿拉丁公告，其
产品“千金藤素”在2021年的销售额合
计为10220.95元，而目前该产品的销
量较往年相比未发生明显重大变化。

5月17日，红星资本局询问阿
拉丁官网客服得知，上述“千金藤
素”为化学制剂，1g价值700元。

此外，据澎湃新闻消息，千金
藤素相关专利发明人童贻刚表示，
二级市场波动与其没有任何关系。

中药材批发商：“一天一个价”

概念疯狂，千金藤价格在实体

中药材市场上也飞速上涨。
据相关中药材网站，有来自广

东的千金藤供应商的此前售价为
43元/公斤，也有来自江西的千金
藤供应商售价48元/公斤。

“一天一个价，现在千金藤单买
最低售价160元/公斤。”有来自安徽
的中药材批发商告诉红星资本局。

该批发商告诉红星资本局，千
金藤在前天仅为40多元一公斤，但
这两天价格疯涨，“昨天有客户买了
一吨，我们的报价是93元/公斤。”

千金藤根据规格和质量，在此
前价格被分为20-50元/公斤不等。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近日千金藤大
火之后，有些批发商已不分规格，
按同一价格售卖，并且价格仍在持
续上涨中，目前已涨8倍。

种植户也开始规模扩产。有售
卖种苗的种植户告诉红星资本局，
目前还有几万单订单未发出，手上
只有几千根，到下个月，会将规模
扩大到10万根。

谁会是大盘突破的
新生力量？

昨天，大盘尾盘一顿拉升猛如
虎，结果还是上不去，跳水了，上证
指数3100点得而复失，在整数关口
留下上影线。从结构上看，没有改
变，就是小级别正常的震荡。

两市的成交额仍维持在8000
亿元的水平，已经有一段时间，大
家能直观地发现，外围没有新增
资金进场扫货，连北上资金都是
买一天，卖一天。

当下的市场就是一个活脱脱
的难题模式，大盘急需一股新的
力量，引导走出新方向，不管该方
向是向上还是向下，都需要重新
定义当下的窄幅横盘局面。

盘面上，个股涨多跌少，百股
涨停，看上去很不错，但一天换一个
热点，这种受消息刺激或者低位突
然起来的一字板，非常难以把握。

昨天的涨停个股超过80%的都
是首板，涨停封单资金过亿的不到
两成。这样的情况只能说明当下市
场的现状是没有人愿意去追高的。

板块表现相对强的是零售、
纺织和汽车。零售是受上海复商
复市消息刺激，但零售板块中小
票很多，是游资博弈的主战场，股
价大开大合，导致持股体验很差，
追涨很容易“吃面”。纺织走的是
受益人民币汇率下跌的逻辑。

汽车则走的是双轮驱动逻
辑。一方面，振兴经济，需要支柱
型产业发展。汽车虽比不上地产，
但带动效应也是相当大的，是消
费行业最大的板块。汽车下乡一
旦搞起来，刺激作用自不必多说。

另一个是疫情后复苏逻辑。
上海是汽车制造中心，而汽车本身
是高固定成本折旧摊销的，疫情期
间少生产很多车，但折旧摊销是不
变的，对于车厂来说很受伤。而今，
如果恢复正常，自然是利好。

不过，汽车板块龙头长城汽
车涨停未封住，还放出天量，分歧
不小。之前的龙虎榜中，北上资
金、机构、量化基金、游资四方博
弈，如果19日资金不能达成一致
预期，出现调整是可以预见的。

前面说到了大盘急需一股新
的力量，这个位置要突破，需要一
个大的领涨品种，是选择拉稳增
长主题的大基建，还是拉赛道的
新能源、光伏、半导体？或是直接
拉大金融突破？又或者是传统的
喝酒吃药呢？

达哥看了下龙虎榜，机构席
位净买入1.32亿元的浙江建投，
难道说是调整了一周的基建板块
要重新动起来了吗？

这几天，达哥在板块方面提
得比较少，是因为市场轮动太快，
节奏把握不好，很容易亏钱。本轮
反弹至今，景气赛道抄底的朋友
应该都有不错的收益，定好自己
的止盈或持股策略，管他市场如
何折腾，以不变应万变，心安即
可。 （张道达）

“土坑”酸菜厂被罚55万
吊销生产许可证
因从事虚假商业宣传、未按

规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等，
遭央视“3·15”晚会曝光的“土
坑”酸菜厂——岳阳市君山区雅
园酱菜食品厂（下称“雅园酱菜
厂”）被罚款55万元，吊销食品生
产许可证。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显示，经查，雅园酱菜厂存在
多种违法行为，包括：未按照规定
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从事虚
假商业宣传、未履行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

君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
示，雅园酱菜厂未按照规定实施
生产经营过程控制，且在责令改
正之后，拒不改正，具有情节严
重的情形，根据有关规定，对当
事人雅园酱菜厂罚款5万元，经
发证机关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委托，决定吊销雅园酱菜厂的
食品生产许可证。雅园酱菜厂的
虚假商业宣传行为，已查实的食
品销售金额35392元，根据有关
规定，君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决
定责令当事人岳阳市君山区雅
园酱菜厂停止违法行为，罚款50
万元。

此前，同被央视“3·15”晚会
曝光的“土坑”酸菜加工企业湖南
锦瑞食品有限公司已被给予停产
处罚，两负责人被罚款200万元。

据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政府
网站

《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发布

券商“高薪神话”终结？
业内：研究所和投行部影响大，削峰填谷让薪资更加平稳

千金藤被疯炒千金藤被疯炒！！
多家药企涨停 批发价涨8倍

公开资料显示，千金藤
作为中药材的主要功效和
作用为清热解毒。据药监局
官 网 ，目 前 云 南 白 药
（000538。SZ）旗下的大理药
业及文山七花公司、沈阳管
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物
谷4家公司的千金藤素片拥
有生产批号。

据 21 世 纪 经 济 报 道 消
息，“我们是有千金藤素片的
批文，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
世纪80年代，原来是有生产
过，但目前没有生产销售。”
云南白药有关人士说，“目前
千金藤素治疗新冠肺炎研究
并不是临床研究试验，还要
一个过程。”

生物谷也表示，公司于
2002年11月16日取得千金藤
素片的注册批件，并于2004年
4月生产销售。因公司专注于
灯盏花系列产品，2004年后未
再继续生产千金藤素片。

“目前所有千金藤素片
批文包括公司的批文，功能
主治仅限于清热凉血，用于
治疗肿瘤病人因放化疗引
起的白细胞减少症。”前述

云南白药有关人士说，“千
金藤素提取是一种比较成
熟的工艺。”

成都普瑞法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认为，千金
藤素是从防己科植物头花千
金藤、地不容中分离提取的双
节基异哇琳生物碱，“提取不
太复杂，跟其他药物差不多，
需要几百公斤才能提取一公
斤，但只是一种需求不大的化
合物。”该负责人也认为，千金
藤素用于治疗新冠为时尚早，

“临床试验还没做过。”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位

业内专家表示，千金藤素在抗
新冠病毒上初步有让人惊喜
的表现，但离能真正被定义为

“新冠治疗新药”，仍为时尚
早。“过去有不少药物在早期
研究表现优秀，但真正到临床
研究后便销声匿迹，毕竟实验
室培养皿的研究与真正将药
物通过口服或者注射方式进
入人体，机制并不相同。千金
藤素成为新冠治疗药，还有很
长的一段路要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邓凌瑶 实习生 赵一依

某头部券商首席分析师认
为，此次的调整为“削峰填谷”，以
前券商人的工资是十年不开张，
开张吃十年，波动很大，如今调整
后，会导致研究所和投行部门的
整体薪资更加平稳，人员流动也
更小，有利于长期服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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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篇幅提到“稳健”薪酬制度，对过
度激励、承揽项目挂钩薪酬等问题作出
明确规范。如：薪酬制度中应当明确不通
过包干、人员挂靠等方式开展业务，不通
过直接按比例分成等独立考核方式实施
过度激励，不将从业人员的薪酬收入与
其承做或承揽的项目收入直接挂钩。

新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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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分上市券商的财报中，可
以看到证券行业的经营状况和高薪
情况。

据证券业协会披露的行业数
据显示，2020年证券行业实现归
母净利润1575.34亿元，同比增长
27.98％。其中，中信证券、国泰君
安、华泰证券、海通证券、和广发
证券这5家公司的净利润超过百
亿元。

高利润下，证券行业薪酬自然
不低。红星资本局梳理发现，2020
年，50家上市证券公司人均薪酬为
52.48万元，中金公司（601995.SH）人
均薪酬最高，达到123.98万；哈投股
份（600864.SH）最低，为23.64万。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5月
公布的数据，金融业年平均工资为
11.74万元。也就是说，上述50家上市
证券公司的人均薪酬是其5倍左右。

再来看2021年，中证协数据显
示，全行业140家证券公司2021年实
现营收5024亿元，同比增长12%，实
现 净 利 润 191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3%。

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48家
上市券商累计实现归母净利润2005
亿元，支付工资薪酬总额1970亿元，
人均薪酬达到66.94万元。有27家券
商员工人均薪酬超过50万元，7家低
于40万元；34家人均薪酬较前一年
实现上涨。

中金公司以116.42万元的人均
薪酬位居2021年上市券商员工人均
薪酬榜第一位，但人均薪酬较2020
年下降了6.09%。中信证券2021年人
均薪酬为94.70万元，排名第二位；
此外，华泰证券、广发证券、国金证
券人均薪酬都超过80万元。

但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
近年来，证券行业已经在降低工
资和成本。据界面新闻报道，2021
年7月，同属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
证 券 和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下 发 新 版

《差旅费管理办法》，大幅削减差
旅预算。

据券商中国报道，2021年有62%
的券商董监高年薪总额整体下滑，
比如中金公司董监高2021年报酬较
上一年度减少7000多万。有多名券
商的“二把手”税前报酬甚至出现

“腰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

瑶 强亚铣

读财报 5家券商
净利润超百亿元

“高薪”一直是证券行业的
代名词。

不论是在小红书上晒出
224万年薪的券商员工，还是规
范员工奢侈品使用的券商部门，
都屡次引发社会热议。红星资本
局梳理部分上市券商的员工人
均薪资，最高近百万元，远远高
出金融行业平均收入水平。

近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
引》，对过度激励、承揽项目挂钩
薪酬等问题作出明确规范。随着
证券行业薪酬指引新规的落地，
券业的“高薪神话”还会继续吗？

一位头部券商首席分析师
告诉红星资本局，这次薪酬制度
的整体倡议和变化主要是针对
券商的研究所和投行部门。他所
在的证券机构目前已经根据《指
引》对薪酬制度有所调整，并形
容此次调整为“削峰填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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