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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万联证券、公司、本公司 指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章程 指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股东会 指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 指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证监局 指 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会计师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 指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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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中文名称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文简称 万联证券 

英文名称 Wanlian Securities Co., Ltd. 

英文缩写 WLSC 

法定代表人 张建军 

总    裁 张建军 

注册资本 4,287,590,000.00 元 

单项业务资格  

中国证监会核准 经营外资股业务（证监机构字[2002]201 号） 

 开放式基金代销业务（证监基金字[2003]25 号） 

 网上证券委托业务（证监信息字[2003]1 号） 

 股票主承销商（证监机构字[2003]230 号）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证监许可[2011]1483 号）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监许可

[2011]1785 号） 

 融资融券业务（证监许可[2013]196 号）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广东证监许可[2013]189 号） 

其他机构核准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总部复[2009]38 号） 

 代办系统主办券商业务（中证协函[2011]021 号）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试点（中证协函

[2012]580 号）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资格（深证会[2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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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上证会字[2013]139 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经纪及

推荐业务（股转系统函[2013]86 号）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深证会[2013]63 号/上证会

字[2013]122 号） 

 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资格（中证协函[2014]361 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股转系统

函[2014]931 号） 

 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参与人（报价系

统参与人名单公告-第十批） 

 港股通业务（上证函[2014]644 号） 

 转融通业务（中证金函[2014]357 号） 

 股票期权业务—经纪及自营（上证函[2015]81 号

/197 号） 

 微信开户业务（中国结算办字﹝2015﹞459 号） 

 利率互换业务（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告） 

 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证保函﹝2015﹞383 号）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 18、19楼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 号 18、19 楼，珠江东路

13 号 12 楼。 

邮政编码 510623 

网    址 www.wlzq.com.cn 

电子邮箱 wl-office@wlz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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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股东总数 4 家，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94,940,000 48.86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466,530,000 34.21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 523,640,000 12.21 

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202,480,000 4.72 

合  计 4,287,590,000 100.00 

三、历史沿革 

2001 年 8 月 23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机构字[2001]148 号文批

准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000 元，注册地广州市，设立时名

称为“万联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属经纪类证券公司。 

2002 年 11 月 29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机构字[2002]353 号文批

复，公司名称变更为“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1 月 5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6 号文批复，核

准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500,000,000元变更为1,150,000,000

元。 

2013 年 7 月 22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960 号文批复，

核准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1,150,000,000 元变更为

2,000,000,000 元。 

2015 年 7 月 7 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核，报广东证监

局备案，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000,000 元变更为 4,287,59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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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结构 

 

五、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万联天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 171 号南沙金融大厦 11 楼 1101

室之一 J49 房 

注册资本：2 亿元人民币 

六、证券营业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广东、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南、湖北、

四川、浙江、福建、陕西、山东、河南、安徽、辽宁、江苏等省市设

立了 45 家证券营业部，分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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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数量 

广东 17 

湖南 6 

四川 4 

湖北 3 

上海 2 

浙江 2 

江苏 2 

北京 1 

天津 1 

重庆 1 

陕西 1 

辽宁 1 

福建 1 

山东 1 

安徽 1 

河南 1 

合计 45 

七、员工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员工 1760 人，人员结构如下： 

项    目 人数（人） 比例% 

专业 

结构 

主营业务 1583 89.95 

财务人员 30 1.70 

信息技术人员 59 3.35 

合规与风控人员 16 0.91 

行政人员 72 4.09 

合计 1760 100 

受教育

博士 9 0.51 

硕士 164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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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人数（人） 比例% 

程度 
本科 749 42.56 

大专及以下 838 47.61 

合计 1760 100 

年龄 

分布 

50 岁以上 44 2.50 

40-50 岁 231 13.12 

30-40 岁 501 28.47 

30 岁以下 984 55.91 

合计 1760 100 

八、资产状况 

（一）资产质量 

 2015 年，公司所持有的各类金融资产质量良好，全年未发生重

大的资产损失。2015 年末，本公司货币资金、结算备付金及存出保

证金等高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 35.88%，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等具有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 30.9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 13.59%，所持金融资产变现能力

较强，流动性高，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质量优良。 

（二）流动性情况 

2015 年，根据监管机关以及提升公司内部管理的要求，本公司

继续建立及完善一系列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制度、流程以及工具。各项

流动性监管指标优于监管要求标准，全年未出现流动性风险事件。 

公司 2015 年末证券经纪业务代理买卖证券款占负债总额 43.29%。

在实行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后，代理买卖证券款对应的客户资金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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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托管银行监控，证券公司不能支配和挪用，该部分经纪业务负债不

构成公司的流动性风险。 

在应对公司流动性风险应急措施上，其一、公司通过获得银行各

类授信提高流动资金安全。2015 年公司授信交易对手数量和授信额

度大幅度增加，并与部分银行签署透支账户协议，可作为公司流动性

管理工具的一项重要补充；其二、公司债券自营业务年末规模约为

62.29 亿元，通过质押式回购等方式，可及时从银行间市场及交易所

融资；其三、保持必要的优质资产储备，必要时，变现部分自营债券

和股票获得现金。 

（三）负债状况 

 2015 年末，本公司杠杆比例维持在较低水平，全年未发生任何

违约事件，充分体现本公司作为金融机构的审慎性和稳健性。 

在剔除证券经纪业务代理买卖证券款的负债中，除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及应付款项等经营性负债 8.88 亿元外，其余均为融资性负

债，其中具有抵押品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融资为 88.28 亿元。  

（四）重要投融资情况 

2015 年，本公司稳健开展各项投融资活动，并取得良好的投资

回报。2015 年末，公司自营投资的证券市值为 63.25 亿元，其中债券

市值 62.29 亿元（均为 AA 级以上评级债券），金融资产总体规模适

度，个券变现能力较强，综合效益良好。2015 年 12 月，公司设立全

资直投子公司万联天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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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营概况 

2015 年度，本公司以“合规稳健，创新跨越”为工作思路，在

各股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完成增扩资股，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及时把握证券市场机会，持续推进两融、资管、做市等创新业务规模

发展，扩大盈利增长点；同时深耕经纪、投行、固收等传统业务，实

现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的均衡发展，优化公司收入结构，各项业务均

取得较好的收益，为实现公司跨越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15年，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4,497.40万元，同比增幅 118.05%；

利润总额 88,434.36 万元，同比增幅 131.04%；净利润 66,079.07 万元，

同比增幅 131.09%。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73.30 亿

元，同比上升 114.51%，净资产 71.65 亿元，同比上升 134.57%，净

资产收益率为 12.93%，同比上升 31.68%。 

    2015 年，本公司的各项业务排名也取得一定进步。本公司股票

交易金额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排名为 54 名，深圳证券交易所排名为 55

名；银行间市场债券交易量排名 42 名；客户资产管理总规模排名为

44 名。 

报告期内，本公司主要业务收入构成如下： 

业务构成 

2015 年 2014 年 

收入（万元） 占比 收入（万元） 占比 

证券经纪业务  125,108.80  61.18%   46,016.95  49.06% 

投资银行业务  17,774.35  8.69%    4,311.20  4.60% 

自营投资业务  5,737.09  2.81% 11,016.43 11.75% 

固定收益业务  24,463.39  11.96%   20,090.01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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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构成 

2015 年 2014 年 

收入（万元） 占比 收入（万元） 占比 

资产管理业务  6,984.47  3.42% 3,030.33  3.23% 

信用交易业务  12,073.76  5.90%    9,320.08  9.94% 

做市业务  10,096.09  4.94% -- -- 

其他业务  2,259.45  1.10% -- -- 

合计  204,497.40  100.00%   93,785.00  100.00% 

十、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报告期本公司财务

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十一、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公司参照《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要求，结合内部控制五

要素框架，采用相关部门自查，稽核监察部跟进核查方式，对公司2015

年度内部控制整体情况进行检查评价，及时查找公司内部控制中存在

的问题并积极改进，以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

公司可持续发展。 

2015年度，本公司建立了针对新增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

并持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对涉及公司治理、合规管理、稽核风控、

财务清算以及投资咨询业务、自营业务、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信用交易业务、柜台及做市业务等方面的有关内部制

度进行了梳理完善，通过优化和完善原有的规章制度，调整内部控制

的有关规则和策略，使之更加符合证券行业监管政策和业务发展的需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公开信息 

 11 

要，满足公司不断拓展的风险管理需求。同时通过评估、稽核、检查

等手段保证风险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本公司对2015年度上述所有重

大方面的内部控制进行了自我评估，未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

执行方面的重大缺陷，内部控制制度和机制总体健全、执行有效。《万

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已经本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2016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审了2015年度本公司

与会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规范性、全面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出具了《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2016）050159号），报告认为本公司已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中的有关标准于2015

年12月31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会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

制，未发现本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存

在重大缺陷。 

十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况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基本制度和决策程序 

按照《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相关规定，本公司制定《万联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

已经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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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及《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董事、监事薪酬的数额

和发放方式分别由董事会、监事会提出方案，报股东会决定，高级管

理人员年度薪酬方案由董事会确定。每年年初，公司根据董事会批准

的预算目标制订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考核目标。年度结束后，高级管理

人员的绩效考核和绩效分配按照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绩效考核方案执

行。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含延期支付部分） 

类别 人数（人） 年度报酬税前总额（元） 

董事 9 5,950,602.68 

其中：独立董事 3 247,694.43 

监事 3 1,102,552.93 

高级管理人员 9 28,302,176.00 

合计 21 35,355,331.61 

（三）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及非现金薪酬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延期支付按照《证券公

司治理准则》及《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执行。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绩效薪酬延期支付总额 10,057,160 元，延期支付比例超过

40%，不存在非现金薪酬的情况。 

十四、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1、在 2015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中，响应广东证监局、广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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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期货业协会继续开展国情教育活动的号召，支援揭阳市惠来县周田

镇崎岎村的扶贫开发工作，捐助现金 28,000 元，捐赠电脑 10 台、家

俱一批，估价 8000 元。 

2、“证券投资者权益主题宣传活动”。为持续加强投资者的理

性投资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15 年 3

月，公司围绕“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持续组织各营业部集中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投资者权益主题宣传活动。该活动覆盖了业务

投教、“打非”宣传、投诉处理、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等各个方面，

有利于促使投资者充分意识到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学习投资新业

务的风险点，熟悉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了解非法证券活动的表现形

式和危害以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渠道。 

3、“公平在身边”投资者保护专项活动。为维护资本市场公平，

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开展了“公平在身边”投资者

保护专项活动。在公司官网首页设置“公平在身边”滑窗，链接至“公

平在身边”专栏，及时转发“公平在身边”的新闻信息和案例。 

4、辖区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宣传活动。为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参

与主体的诚信意识，优化市场诚信环境，本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开展

了主题为“资本市场，诚信为本”的诚信建设宣传活动。宣传内容包

括：学习宣传诚信法规制度，明确诚信义务，强调失信责任；宣传证

券期货领域违法失信被惩处的典型案例，宣传推广诚实守信、尊重和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诚信模范。该活动在提高公司员工和客户的诚

信意识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对于打击非法证券活动、优化市场诚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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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也有所助益。

5、“打非宣传月”活动。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5 日期间，本公司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投保打非宣传月活动。活

活动期间适逢“12•4 全国法制宣传日”，公司围绕“认清本质，拒

绝贪念，共同抵制非法证券期货基金活动”的主题，向投资者提示监

管机构和中证协公示不具备相关资格的机构名单的网址，对以往印制

的打非资料进行汇总，在宣传非法证券活动案例后，适时地向投资者

讲解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开展普法教育。

6、其他活动。2015 年，本公司多次向投资者发布深交所“走进

上市活动”的月度公告，并组织投资者参与，走访了 12 家上市公司，

参与人次共计 75 人次。其他活动还包括参与“第四届中国（广州）

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向投资者进行监管“打非”信息的推送，

征集涉非典型案例，参与协会投诉处理相关培训等。

十五、财务报表 

本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兵、董晓敏审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具体如下：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众环审字（2016）0501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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