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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AⅠ·06

先H后A
顺利实现“第一次腾飞”

事实上，早在2012年，中
原证券就启动了国内A股上
市计划，后因IPO暂停等因素
影响而停滞。为抢抓机遇，该
公司于2013年9月向河南省
委、省政府提出到香港上市，
提前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寻求
更大发展。获得批准后迅速
行动，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不
到10个月时间就于2014年6
月成功登陆港交所，募集资金
15亿港元，公司发展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公司香港股价曾
迭创新高，被知名媒体香港经
济日报集团称为港股“升幅
王”。

随后，中原证券又一鼓作
气、再接再厉，在香港上市满
一年后的2015年8月，圆满完
成在港增发融资，募集资金25
亿港元；2017年1月3日进一
步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募
集资金近30亿元，进一步增强
了资本实力。至此，以成功实
现香港上市为开端，中原证券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
券商，一跃而成为全国130多
家证券公司中第4家在香港上
市和第8家在香港和内地主板
同时上市的券商，也是河南首
家沪港两地上市的金融企业，
实现了“第一次腾飞”，大大拓
展了公司的发展空间。

两地上市完成后，中原证
券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
变。不仅品牌影响力显著提
升，资本实力和资产规模大
增，经济效益连续多年位居河
南省管企业前列，被省税务部
门命名为纳税大户之一，而且
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
国企改革方面也走在了前
列。据了解，通过实现沪港两
地上市，中原证券国有股份从
64%陆续降至46%、38%和近
30%，目前外资和民营成分占
70%以上，成为一个典型的混
合所有制企业，深化了国企改
革，优化了股权结构，完善了
公司治理，提高了决策效率和
管理水平，促进了公司稳定健
康发展。

中原证券先H后A的成
功上市模式，在全国证券行业
和河南省内金融业也产生了
较强的示范效应。记者注意
到，2014年当中原证券到香港
上市时，全国省域证券公司尚
无第2家。受其影响，近年来
全国地方性证券公司纷纷把

眼光转向了境外，陆续又有江
苏国联证券等券商成功赴港
上市。中原证券也堪称地方
金融机构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带动了郑州银行、中原银行等
地方金融机构加快进军境内
外资本市场。

多措并举
有力支持实体经济

4年来，中原证券在实现
快速发展的同时，牢牢坚持
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充分发挥区域股权市场及投
资、投行等直接融资工具的
作用，有力促进了实体经济
的发展。

特别是2015年 9月中原
证券在河南省政府支持下，牵
头成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中
原股权交易中心”（简称四板
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
进作用尤其可圈可点。该中
心成立仅两年多时间，目前挂
牌的中小企业已达 2600 多
家，根据规划今年年底将超过
3500家，明年将达到5000家，
2020 年 挂 牌 企 业 有 望 达
8000~10000家。据了解，这
些企业都是市县企业的精华，
经大力支持发展起来后，这些
挂牌企业即可进入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或在境外上市，进
而有力推动区域实体经济的
发展。省内越来越多的市、县
长，带领当地大批中小企业成
批量地在该中心挂牌，展示了
四板市场在助力实体经济发
展方面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
力。

与此同时，中原证券通过
发挥投资、投行等金融工具的
作用，为企业募集了大量资
金。如地处国家级贫困县河
南确山县的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龙凤山农牧集团”，在资
金最困难的时刻得到中原证
券的支持，公司起死回生；以
后又陆续得到中原证券的各
项优质服务和支持，不仅实现
了在新三板挂牌，而且发展形
势越来越好，已初步具备了在
主板上市的条件，有望成为农
业大市驻马店市第一家在主
板上市的优秀企业。

大力分红
慷慨回报投资者

4年来，中原证券积极响
应监管部门号召，顺应国际资

本市场规律，大力实施现金分
红，慷慨回报境内外投资者。
记者粗略统计，中原证券香港
上市以来每年都进行高比例
现金分红。其中，2014 至
2017年度现金分红比例分别
为 56% 、96.33% 、111% 和
95.7%。

而从 2015年起，该公司
对香港和内地投资者一视同
仁，开始实行每年两次现金分
红，最高的年份股息率高达
12%。上市至今其已进行7次
现金分红，累计分红额近30亿
元（约合36.21亿港元），以港
股发行价计算的股息率达
40%左右，在厚待投资者方面
走在了香港和内地上市公司
前列，赢得了广大投资者的普
遍赞誉。

积极扶贫
全面履行社会责任

多年来，中原证券每年都
拿出大量资金捐资助学、扶危
济困，捐赠力度一直处于证券
行业的前列，为社会稳定做出
了积极贡献。如目前河南本
科以上的高等院校，绝大部分
都接受过中原证券的捐赠资
金，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省
残联一次性接受中原证券捐
款300万元，直接用于帮助解
决残疾人生活困难。

同时，中原证券在落实
中央、河南省委省政府和监
管部门关于脱贫攻坚的要
求，全面履行上市证券公司
社会责任等方面走在了前
列。2016年10月，中原证券
开全国证券公司牵头设立当
地大型扶贫基金之先河，率
先牵头捐款设立了“河南省
扶贫基金会”，并担任理事长
和秘书长单位。该基金会成
立仅一年多，募资即达到5亿
元左右，已直接救助1800余
户贫困户，带动近万名贫困
家庭劳动力就业，使2万余名
贫困学生从中受益，受到监
管部门充分肯定。中原证券
还对口帮扶了兰考、固始、桐
柏和上蔡四个国家级贫困
县，以产业扶贫等形式增强
贫困县经济的“造血”功能、
促进贫困县从根本上脱贫。

正是得益于近年来持续
加大的扶贫攻坚力度，中原证
券获得了广泛认可。今年3月
在由国内知名财经媒体集团
财新传媒举办的“2017年度财
新资本市场成就奖”颁奖典礼

上，该公司与牧原股份、民生
银行等一起，获评2017中国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10强（扶贫
攻坚特别奖）。

不忘初心
加快推进“二次腾飞”

站在香港上市四周年的
新起点上，中原证券加快了推
进“二次腾飞”的步伐。

“中原证券发展的初心是
什么？主要可概括为企业、国
家、客户、员工、投资者和社会
六个方面的统一，即企业经营
业绩持续增长、上缴国家税收
逐年增加、客户满意度有效提
升、员工收入稳步提高、投资
者回报丰厚及社会责任积极
履行，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企业
必须在严格合规风控中稳健
发展。为此，公司在完成‘一
次腾飞’的基础上，根据新形
势，进一步提出了‘二次腾飞’
的发展目标。”中原证券董事
会秘书朱启本告诉记者。

根据中原证券的相关公
告，其“二次腾飞”的目标为，
力争再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
公司合规风控水平明显提高，
干部员工专业能力显著提升，
公司资本实力和盈利能力稳
居全国证券公司第一方阵，一
些重要业务排名在行业内大
幅提升。

为加快“二次腾飞”，围
绕提升专业能力、加强合规
风控等，中原证券采取了一
系列改革发展措施，一些积
极变化已经显现。人才队伍
建设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
记者从中原证券公告及其网
站获悉，近半年来，公司陆续
引进了不同层级的高端人
才，如来自中国证监会发行
部、对证券行业和资本市场
非常熟悉的新任总裁常军
胜，曾长期在河南省国资委
任职的总会计师、财务负责
人李昭欣，有丰富审计和法
律从业履历的纪委书记王金
昌，长期在河南证监局从事
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的合规总
监花金钟等，纷纷亮相，从一
个侧面说明了该公司领导力
量的加强和班子成员结构的
进一步优化。中层干部队伍
的优化调整力度更大。“从提
升专业能力出发，公司已市
场化引进了一批高层次专业
人才和管理人才，涉及投行、
投资等业务领域，他们对相
关业务能力的提升和业务发

展的促进作用将逐步显现。
在最近河南省委领导主持召
开的全省人才工作座谈会
上，中原证券作为全省唯一
一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公
司董事长还在会上做了重点
发言，我们在引进和培养人
才方面的成功经验受到省领
导的充分肯定。”朱启本介
绍。

与此同时，中原证券主要
业务条线的调整也有条不紊
地展开。如该公司投行条线
的改革便从组织架构、绩效考
核、人员调整等方面全方位推
进。“4月份公司曾对投行相关
组织架构调整等做过披露。
公司投行条线的改革力度非
常大，相当于重新定位、全面
重塑，以更好顺应行业新的发
展趋势，大家对投行业务的下
一步发展充满信心。继投行
之后，自营投资条线、子公司
条线等其他业务条线的改革
调整也相继展开，进一步凝聚
了大家的发展共识，提振了干
部员工的士气。”朱启本告诉
记者。

合规风控工作则得以进
一步强化。据了解，中原证券
已大幅增加合规人员数量，并
将合规管理总部和法律事务
总部由原来的合署办公改为
各自独立办公，进一步明确强
化了两个部门的职责。此外，
一项以梳理公司内部授权规
则、运作流程等以提高运转效
率的专项工作，在中原证券内
部全面铺开。这无疑表明，中
原证券正朝“二次腾飞”的方
向加快发展。

对于公司的未来发展，河
南省人大常委、中原证券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菅明军充满
信心：“尽管当前我们也面临
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但我们
有决心、有能力把今后工作做
得更好。我们正在全力打造
河南全省以及香港、上海、北
京四大利润中心，在严格合规
管理和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
上，实现公司稳健发展。我们
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继续敢作敢
为，并且以新担当、新作为，大
力推进改革发展，加快实现

‘二次腾飞’，使公司的综合实
力和经营业绩早日跻身全国
证券公司第一方阵，为投资者
创造更多更好回报，为中原更
加出彩、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香港上市4年成就卓著

中原证券“二次腾飞”启航
阅读提示 | 4年前的6月25日，对中原证券（股票代码：601375；H股简称：中州证券，股票代码：01375）来说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中原证券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成为全国130多家证券公司中第4家在香港上市的中资券商，也是首家在港上市的省域券商。这一
天，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和香港大公报社社长姜在忠、香港建银国际董事长胡章宏等嘉宾，出席了在港交所简短而庄重的上市仪式；时
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郭洪昌受省政府领导委托，专程参加并致贺；河南省内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李涛、孔东风等参加了上市仪式。

4年来，中原证券乘香港上市的东风，接连完成在港增发、A股上市，从过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券商，一跃成为全国130多家证
券公司中第8家同时在香港和内地上市的券商，圆满完成了“第一次腾飞”，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履行社会责任、厚待投资者等方面均表
现出色。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今年年初中原证券进一步提出了“二次腾飞”的发展目标，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开始新的发展征程。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古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