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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速递

2016年“平安人寿杯”
学生安全知识网络大赛

2016年平安人寿客服节已
拉开帷幕，其中“平安行”是客服
节三大子品牌之一，主题围绕少
儿安全自护教育，为了宣传普及
安全防范知识，增强学生自我保
护意识，平安人寿将联合金山区
教育局、金山区健康安全环境学
会共同承办《2016年“平安人寿
杯”学生安全知识网络大赛》。
即日起您可通过本渠道报名参
赛，比赛详情如下：

一、活动报名：
本次大赛参赛网络平台为

中 国 HSE 在 线 、平 安 金 管 家
APP。即每位参赛者须通过平安
金 管 家 APP（m.pingan.com/ef-
wapp）报名参加答题，完成全部
答题者，即可登录中国HSE在线
(http://www.chinahse.com.cn)，
从网页所标出的大赛比赛题库
中获取复赛题目，并实现相关的
参赛与答题功能。

二、赛制与时间:
本次大赛分为初赛（平安金

管家APP报名参赛）、复赛（群英
赛）和决赛（巅峰赛）三个阶段。

初赛时间：2016年 6月10
日至9月20日。初赛全部实行
手机APP答题，即参赛者通过手
机扫描二维码或网址（m.pin-
gan.com/efwapp），下载登陆“平

安金管家APP→活动→《2016年
“平安人寿杯”学生安全知识网
络大赛》”，报名参加答题。

复赛时间：2016 年 7 月 20
日至9月20日。复赛全部实行
网络答题（即登陆 http://www.
chinahse.com.cn，点开大赛版块
后进行登陆答题）。

决赛时间：10 月 22 日左
右。决赛将实行网络与现场结
合的方式进行答题。

三、合作单位：
主办：金山区教育局
承办：金山区健康安全环境

学会
协办：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次活动由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家组织、主
办，与苹果、谷歌及其他第三方
无关，活动主办方对本次活动相
关规则及事项有最终解释权。

我要参加活动

广
告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ST济柴在停牌5
个月后终于在9月5日晚间出炉
了中石油金融资产注入方案：
拟作价4.62亿元将*ST济柴原
有资产置出，置入的中国石油
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中油资本）全部股权作价755.09
亿元。中石油集团表示，将金融
业务整合并注入上市公司后，将
改变目前中石油集团直接持有
各金融企业股权的情况，可以提
升中石油集团、中油资本和金融
子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国企参与增发
透露国企改革新动向

重组后的*ST济柴将直接
持有中油资本全部股权，并间
接持有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昆
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意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中意财产保
险有限公司、中石油专属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仑保险
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债信用
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下属
公司的相关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此
次交易中由*ST济柴向中石油
集团发行 69.85 亿股支付其中
690.11 亿元外，*ST 济柴将以
10.81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
17.58 亿股股票，募资不超过
190亿元，而认购方则是中建资
本、航天信息、中国航发、北京
燃气、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
泰康资产、海峡能源、中海集
运、中信证券和中车金证10家
央企及地方国企，形成了多家
国企持股的股权结构。

有分析人士表示，央企间以
资本为纽带‘结盟’，谋求协同发
展，或许已透露出国企改革的新
动向，类似的央企交叉持股现象
未来还可能继续出现。

抓住改革机会
三维度掘金投资机会

今年下半年，国企改革步
伐明显提速，先有宝钢与武钢
重组，后有中国建材与中材集
团重组；8月18日，国资委又宣

布，员工持股顶层设计方案
——《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
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
见》已经于近日下发。而此次
中石油将金融资产注入*ST济
柴，体现出了国企改革在资本
市场存在的机会，A股相关企业
或将迎来估值与盈利的“双
击”，国企改革的相关股票将持
续受到资金的追捧。投资者可
从三个方向来把握相关的主题
投资机会。

一是集团资产注入机会。
根据央企集团和旗下上市公司
的总资产和净利润对比，推荐
核电、电子、军工等行业央企上
市公司。

二是强强联合机会。从打
造国际竞争优势的角度看，海
外业务收入高且属于同一业务
板块的央企合并可能性大，包
括军工、机械、航运、船舶制造、
建筑、石油石化等领域。

三是资本运作机会。关注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试点公司
所属的上市公司，以及传统行
业的小市值国企转型等方面
机会。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今年一季度，2015
年年报刚披露完，金融机构的
薪资待遇曾令各行各业眼红不
已，其中证券业平均薪酬最高，
人均薪酬达高70万元以上，岂
料 2016 年上半年市场持续走
弱，靠天吃饭的券商立刻节衣
缩食。来自半年报的数据显
示，今年多家券商薪酬降低五
成以上。

多券商薪酬大幅下降
日前有消息称，一大型券

商部分员工对公司最新提出考
核机制的调整提出不满，并陷
入了极度焦虑，并对媒体称，

“该公司 7 月份变更了考核制
度，过去的很多佣金提成项目
不少都被取消了，业绩压力也
很大，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失去
这份工作”。其实早在去年年
底，已经有多家券商内部员工
通过自媒体曝光工资被下调、
考核被加码等情况，但多数券

商未正面回应这些消息。
但从券商已经发布的半年

报数据来看，券商行业职工薪
酬支出下滑已然成为不争的事
实，有上市券商职工薪酬总额
同比下调超五成。

CHOICE 数据显示，东方证
券去年人均年薪102万元，这样
的薪资水平在证券行业拔得头
筹，即使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
也都艳羡不已。但最近的半年
报显示，上半年该券商薪酬支
出陡转之下，应付职工薪酬7.36
亿 元 ，较 去 年 年 底 下 降
61.83%。此外，招商证券今年
上 半 年 发 放 职 工 薪 酬 总 额
46.94 亿 元 ，较 年 初 降 幅 达
30.3%。对此，招商证券称主要
原因系应付工资、奖金、津贴和
补贴余额减少所致。此外西南
证券上半年应付职工薪酬9.55
亿元，下降幅度也达30%。

整体业绩大幅下滑
与薪酬相对的是，上半年

的上市券商的营业收入、净利

润同比分别下滑五成和六成。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对证

券公司 2016 年上半年统计数
据，126家证券公司当期实现营
业收入1570.79亿元，同比下降
52%；当期实现净利润624.72亿
元，同比下降61%；其中117家
公司实现盈利。据安信证券统
计，其中，上市券商实现营收
1139亿元，同比下降51%；净利
润410亿元，同比下降61%，其
中方正证券（得益于民族证券
的并表）、国金证券等同比下降
幅度最小，表现最好的华创证
券营收同比保持增长。

A股从来牛短熊长，有“三
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之说。
近期，券商经纪人裁员、降薪的
消息再度引发市场关注，部分
业内人士表示，部分在互联网
转型中领先的券商已经不再与
合同到期的经纪人续签。券商
近期此举或并非出于成本压
力，而是借弱市之机谋求实现
彻底的经纪业务战略转型——
抛弃传统的经纪人模式。

营收与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51%、61%

多家券商上半年薪酬降低五成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中天城投昨天公
告，公司全资子公司贵阳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拟参与清华控股持
有的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20%股份的公开转让竞价，若
交易成功，公司将合计持有中融
人寿40%股权，成为中融人寿第
一大股东。

公告显示，清华控股拟在产
权交易所公开转让其持有的中
融人寿20%股权，9月5日，中天
城投全资子公司贵阳金控与清
华控股就该事项签署《协议书》，
有意受让清华控股所持有的中
融人寿20%股权，并同意向清华
控股支付诚意金6亿元。

据介绍，中融人寿成立于
2010年3月26日，经审计，截至
去年底，中融人寿资产总额为

390.4亿元，负债总额为371.82
亿元，净资产为18.58亿元，去
年年度营业收入为18.58亿元，
营业利润为1.5亿元，净利润为
1.91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121.92亿元。

东方证券认为，中天城投在
地产业务发展稳健的同时，公司
大金融业务推进顺利。在证券
市场，公司收购的海际证券正在
积极申请包括经纪业务、自营业
务、资管业务等在内的新业务牌
照。在基金板块上，中天友山基
金管理公司的设立申请已报送
证监会，目前正在审核反馈阶
段。在保险业务板块上，华宇再
保险和百安财产保险的设立申
请都已提交保监会。在银行板
块中，上半年公司作为第一大股
东发起设立贵安银行，目前正在
申报筹备中。

国企改革表露新动向

十家国企190亿元认购*ST济柴

中天城投拟竞购中融人寿股权
若交易成功有望成为第一大股东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下周全国人民将
迎来中秋节，日前沪深两地交
易所《关于 2016 年中秋节休
市安排的公告》出炉，据此前

的安排，2016 年中秋节休市
情况为：9月15日（星期四）至
9 月 17 日（星期六）休市，9 月
19 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
另外，9月18日（星期日）为周
末休市。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在全球资金潮流
簇拥下，亚洲货币近月表现强
劲，韩元、日元、台币均达到相
对阶段性高点。亚洲股票在历
经多年的净流出之后，今年开
始转为净流入，进而推升亚股
持续攀高。有机构认为，从基

本面、资金面以及风险偏好等
多维度分析，亚洲市场很可能
成为未来市场上为数不多的投
资亮点。

上投摩根日前表示，今年
以来全球资金强势流入亚洲，
亚洲股市流动性显著改善。当
前全球市场处于低利率的环
境，尤其是发达国家国债收益

率创新低，渴望收益的投资者
积极涌入亚洲股票市场。

同时，亚太各国人口红利
受到创新科技与金融服务推
陈出新的加乘效果，再结合政
策加持，如印度通过消费税、
泰国公投顺利、亚洲央行陆续
降息等，已悄然启动市场多头
行情。

沪深两市中秋休市通知出炉

亚洲股市持续攀高

机构：亚洲市场或启动多头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