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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一键订阅

2019年 12月 26日，“海通·爱朗读” 推普脱贫公益项目走进新疆麦盖提县第
七幼儿园。

一直以来，海通证券始终坚持党的建设与公司发展同步
谋划，党的组织与公司经营机构同步设置，党的工作考核与
经营业绩考核同步进行，党的工作与业务开展同步推进。公
司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把党的领导嵌入治理
结构。16 家境内控股子公司也相继实现“党建入章”。坚持
不断完善组织设置，夯实组织基础，保证党的组织和工作全
覆盖，党建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
核指标，变党建“软指标”为“硬
杠杠”。

海通证券党委针对发现的
薄弱环节建章立制，把全面从严
治党的要求落实到党员教育管
理全过程。2019年在上海分公司
试点建设“先锋课堂”，2020年又
在深圳地区参照党建服务中心
模式试点建立党建工作站，以改
革创新的精神夯实基层基础。同
时，选树先进典型，先后开展“两
优一先”“海通好榜样”“党建工
作品牌”“优秀支部工作案例”等
评选表彰，推动基层党组织整体
功能提升，推动党员教育管理有
创新、激活力、见实效。2019年海
通证券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思
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有大
型金融企业，海通证券的企业文
化始终筑牢政治根本，把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公司
发展的“根”和“魂”，以党建引领
“爱在海通”公益品牌，树立公司
社会形象。

近年来，海通证券共结对联
系 18个贫困县（经济薄弱区）、7

个贫困村（经济薄弱村），直接投
入扶贫公益资金 7300 多?元，

为贫困地区引入资金近 70 亿
元，派驻和投入一线扶贫工作和
项目业务人员近百人，为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海通·
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项目、“海
通·爱朗读” 推普脱贫项目、“海
通·爱健康”净水暖心项目和“爱
在海通、 美丽西藏及美丽新疆”

助学项目惠及 3 ?余名教师学
生和学龄前儿童。在 2020年“新
冠”抗疫战中海通证券带领子公
司和全体员工捐赠 2400?元购

置抗疫物资，彰显了国企的担当，获得第十一届“中华慈善
奖”上海市提名奖。

海通证券坚守企业的初心使命，秉承“行稳致远”的发展
观，以“稳健乃至保守”的风控理念走稳了过去的 32 年，使
“合规、诚信、专业、稳健”成为公司的行为自律和从业人员的
行动自觉。

作为诞生于上海的券商，

海通证券牢牢把握总部位于
上海的优势，以落实推进上海
“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四大战
略为己任。 截至 2020 年 6 月
末，海通证券累计参与的上海
企业（含地方政府债）融资项
目总额超过 7700亿元。

在科创板项目开拓过程
中，海通证券深入培育和挖掘
上海本地科创企业，在上海地
区作了资源倾斜，这一点在海
通科创板保荐项目区域分布
上可以看得很明显， 目前，上
海项目 13家，其中浦东 9家，

苏浙皖项目 7家。

海通证券积极着眼于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实际需
求，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四地设立营业部超过 110

家，与地方合作，为企业构建
丰富的金融服务体系， 建立
高效便捷的投融资渠道，成
为长三角区域多层次、 全方
位、 渐进式金融一体化发展
的强纽带。

公司成立长三角一体化
领导小组与工作小组，加强公
司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协调和
协同，为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提
供一揽子投行服务、私募股权
投资、融资租赁服务以及跨境
综合金融服务等，帮助当地企
业实现技术突破、 人才集聚、

品牌提升、市场拓展和产业升
级。投行、债券、并购、新三板、

私募股权等业务团队组建了
扎根长三角的区域团队，推进
属地、精准、深度服务。

同时，海通证券先后与上
海松江区、浙江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杭州市、金华婺城区、安徽省投资集团
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助力产业创新升级。

海通证券于 2014年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公司，积极参与自贸区金融创新业务，是上海自
贸试验区内证券行业领先者。临港新片区方案发
布后，海通证券又积极研究学习，把握临港新片
区政策优势，提升自己的国际化水平和综合金融
服务能力，为新片区建设作出贡献。目前海通不
仅出资参与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
金”并担任基金公司监事，还积极争取在自贸区
设立海通银行的境内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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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党建引领

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海通人已经吹

响了前进的号角。未来，海通证券将继续

强基固本、守正创新、把握机遇、稳中求

进，不断深化改革全面激发活力，以创新

促转型，积极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朝着

“打造中国标杆投行”的目标不断迈进。

2019年以来， 面对复杂多变的
国际国内环境，海通证券保持定力，

坚持创新引导， 积极推动公司高质
量发展。

为增强自身资本实力，海通证券
定向增发 A 股，募资 200 亿元。定增
完成后，海通证券资本实力重回行业
第二，重新确立了资本优势，进一步
强化了风险抵御能力，提升了公司综
合实力，为海通证券在日趋激烈的竞
争中再一次赢得了战略先机，为公司
更好落实国家战略和服务实体经济
夯实了基础。

为服务实体经济，海通证券创造
了多个首单。如完成 138 亿元“浦西
第一高楼”上海白玉兰广场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发行，既是首单上海地标性
建筑 CMBS， 也创下境内 CMBS最大
发行规模。创设首单以扶贫债券为标
的的信用保护合约业务及首单信用
保护凭证业务，为安徽省利辛县发行
5.85亿元非公开扶贫专项公司债券，

探索了金融扶贫新模式。海通证券率
先发起成立“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
资产管理计划”，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是目前国内该业务规模最大的券商
之一。此外，还有国内首单多只标的
股票统一申报的储架可交债、首单以
疫情防控 ABN（资产支持票据）为标
的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等。

为利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海
通恒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
国内首家上市的券商系融资租赁公
司，也是继海通国际证券之后，海通
证券旗下第二家境外上市企业。海通
银行设立澳门分行的申请已获葡萄
牙央行批准，中国证监会也已出具了
无异议函，待澳门方面批准后即可开业。海通国际新加
坡公司也获得了新加坡的资产管理牌照。海通证券国际
化服务架构进一步优化。

为更加市场化、专业化，海通证券推进了一系列组
织架构的调整和改革。一是适应全能化投行需要，投资
银行部新设 “浙江区域部”“江苏区域部”“TMT行业部”

“先进制造行业部”“医疗健康行业部”等专门区域组、行
业组，推进属地化精准深度服务。二是适应金融科技发
展的需要，将信息技术管理部扩充为金融科技部、软件
开发中心和数据中心三个一级部门。

为推进科技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海通证券加快金融
科技平台建设，为公司创新转型提供全面支撑。一是紧
扣金融科技发展趋势，金融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基础
性战略性工作初见成效， 已建成初具规模的混合金融
云，完成了人工智能平台部署，大数据平台架构持续优
化，全面支持各项业务发展。二是海通方舟专业版、新一
代集中交易系统的研发工作取得成果，核心交易系统的
单链路时延大幅缩短，交易并发数大幅提升，为各类客
户提供全方位、差异化的服务。三是智慧运营、报表分析
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风险管理及财务数据实现 T+1同
步，业务管理更加高效，公司对境内外分子公司管控力
度进一步提升。四是经纪业务“分散受理、集中处理”的
运营模式再度升级， 营业部全面投入运营智能设备，通
过业务办理区智能化、投教信息展示电子化、网点形象
标准化，建设符合现代投行要求的智慧网点。

站上新起点 抓住新机遇

海通证券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屹立在南外滩滨江的?幢崭新办公楼

里，装修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这是海

通证券全新办公场所。与此同时，海通证券

位于张江的综合性智慧园区也正在进行外

立面装修提升工程，未来这里将集公司技术

研发中心、数据中心、科技人才中心、培训中

心于一体。

新的大楼，新的布局，彰显了海通证券开启

新征程的决心。

2020年是这家上海老牌券商成立 32周年，

也是公司 2018-2020 ?年发展规划的收官之

年。近年来，海通证券有序推进规划中提出的各

项战略举措，核心指标稳步提升，行业排名稳中

有进；专业服务能级不断提升，“投、融、保”联动

意识不断提高；以服务业务为核心，各项管理服

务职能不断优化。目前看来，规划中提出的各项

目标将全面达成， 而海通人显然已经做好了站

上新起点的准备。

文/ 张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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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 16日，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助力中芯国际成功登陆科创板，

图为周杰董事长在上市仪式上致辞。

2020年 6月 19日，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助力复旦张江成功登陆科创板，

图为瞿秋平总经理在上市仪式上致辞。

2019年 12月 25日，“海通·爱朗读” 推普脱贫公益项目走进新疆叶城县第二
中学。

在开市仅一年多的科创板上，海通证券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中芯国际、中微公
司，这些科创板龙头企业背后，都有海通证
券的影子。

截至目前，海通证券参与保荐承销科创
板企业 31家，申报、在审的科创板项目数量
均位列行业前茅。其中，作为保荐机构在上
交所科创板申报企业 29家， 占科创板的市
场份额为 6.67%，在已上市科创板企业市值
前五名中，有三家为海通证券保荐，分别是
中芯国际、沪硅产业、中微公司，市值排名第
1、3、4名， 其中中芯国际项目创下了近十年
A股融资规模之最。

成绩的背后， 是海通证券的顺势而为。

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深化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作为国
内头部券商，海通证券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件
大事办成办好。

在海通人看来，科创板是资本市场供给
侧改革的重要“试验田”，也是海通投行全
能化、专业化转型的重要契机，倒逼投行强
化行业研究能力、加大销售端投入建设、深

化估值定价研究、提高内部协同能力，是海
通“做深服务价值链、构建客户生态圈”的
重要抓手。

围绕科创板， 海通证券在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新能源及
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技术服务等领域深
耕细作。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 海通证券以最
早服务的中微公司、中芯国际为“突破点”，

迅速将业务触角延伸至整个产业链， 覆盖
了材料、设备、设计、代工、封测全链条，目
前已进场服务超过 20 家企业，具有较高市
场影响力。

随后，海通证券又将业务触角由产业链
上的企业延伸至它们的主要投资机构与大
股东，构建“客户生态圈”取得初步成效。

科创板也给券商投行的执业环境带来
了巨大变化。核准制下，投行人员往往更关
注已经盈利的成熟企业，对处于创业发展期
的企业关注相对有限，在筛选项目时最为看
重的是财务指标是否符合上市门槛，而非其
科创属性和创新能力。

科创板推出后，对投行而言，需要对企
业所处行业和业务技术潜力有深度的理解。

海通证券正针对这一变化，不断完善和优化

投行功能。

展望未来，海通人对科创板的前景充满信
心。这一资本市场的“试验田”，无疑将成为他
们在新征程上不可或缺的新机遇。

抓住机遇 深耕科创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