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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业人士纵论高质量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胡雨 周璐璐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12月24日，以“完善资本市场功能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主题的2022中国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2022中国证券业金牛奖颁奖典礼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 与会人士认为，在“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总基调下，受益于证券公司等机构的金融活水滋润，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稳”字当头下，成长、消费等领域的投资机会凸显。

金牛闪耀彰显行业标杆

在12月24日揭晓的“2022中国证券业金牛奖”奖项中，共有31家证券公司、14家证券研究所、171个证券研究团队、18家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人、173只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奖。

其中，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泰证券、广发证券、中金公司、申万宏源证券、国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10家证券公司荣获“金牛证券公司”奖，这些券商在持续合规状况、风险管理能力、市场竞争力三个维度年度综合评价排名居行业前十。

本年度评选还新增“证券公司服务科创企业上市前10强”奖项，获得该奖项的证券公司分别是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安信证券、东兴证券、国元证券、中金公司。 这些证券公司本年度在服务科创企业上市、引导资金支持科创企业发展方面成绩显著。

从证券公司业务专项奖看，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金公司等6家证券公司获得“金牛财富管理团队”奖项；中信证券、华泰证券、海通证券等6家证券公司获得“金牛投资银行团队”奖项；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等10家证券公司获得“证券公司金融科技奖” 。 这些证券公司在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金融科技方面具备较强综合实力。

2022年是资管新规元年，“2022中国证券业金牛奖”分设的“2022中国证券公司集合资管计划金牛奖”中，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风（上海）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斩获“2022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人”奖项。

为服务实体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对证券行业而言，2022年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

据中国证券报党委委员、副总编辑蔡国兆介绍，本届论坛以“完善资本市场功能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主题，旨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谱写证券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作为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桥头堡’ ，证券业为服务实体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年来，中国证券行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在支持社会直接融资、科技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进展。 ”

就证券业自身而言，文化建设也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中国证券业协会向论坛致贺信表示，从2019年开始，协会与中国证券报合作打造“证券公司高管谈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建设”品牌专栏，共邀请109位证券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分享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建设的真知灼见与创新实践，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经验交流，广泛宣传推动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形成的共识。

金融活水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展望2023年的宏观经济前景与资本市场表现，与会人士认为，在证券公司等机构的金融活水滋润下，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金融业是经济发展一盘棋的先手棋。 ”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周舟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现代化产业经济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对于沈阳而言，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一枢纽、四中心，尤为需要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党组成员、经济学家张军扩看来，2023年中国经济将“谨慎乐观” ，既有有利因素，也面临不少困难。 综合判断，与2022年相比，发展环境会有比较明显改善，增长水平也会有明显提升。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认为，当前整体经济政策还是强调“稳”字当头：“中国经济依然会延续高质量发展，将提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简单求量；传统产业既要升级，也要承担起稳定经济的支撑力。 ”

陈雳认为，2023年市场投资主线有两个核心点：一是传统经济需要保民生、保稳定性，二是人民币国际化。 对于新经济而言，2023年可以关注成长和复苏方向，具体看好信息产业、医药创新产业、高端制造产业以及数字经济产业等。 对于消费领域，陈雳认为，当前越来越多的政策导向旨在刺激消费，春节临近或出现一波小的消费高潮；对于2023年全年而言，平台经济以及基于民生的消费会格外重要，可关注相关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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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杰：

“中国证券业金牛奖”引导证券业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林倩

12月24日， 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

“2022中国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

2022中国证券业金牛奖颁奖典礼” 在

辽宁省沈阳市举行。 海通证券党委书

记、董事长周杰视频致辞时表示，证券

公司作为连接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

重要桥梁，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优化

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

证券业金牛奖” 发挥媒体和平台优势，

通过展示中国优秀证券公司，鼓励证券

公司提高自身竞争力，扩大证券业在社

会上的认同感，为引导证券业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周杰表示，在实体经济中，区域经济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实现国家战略与奋

斗目标的重要支撑。东北三省是我国重要

的工业和农业基地，党中央高度重视实施

东北振兴战略，强调要积极扶持东北地区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尽快形成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海

通证券作为国有金融企业，始终抓牢服务

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的主线，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和资本桥梁作用，不断探索以金融

助力东北振兴的新模式、新路径，促进地

区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

根据周杰介绍，在融资方面，海通证

券累计为东北三省提供质押金额总额达

35亿元，覆盖上市公司23家；总计有12家

由海通证券担任主承销商的东北企业在

A股完成挂牌上市，募集资金合计约70亿

元；2022年以来，海通证券帮助长春轨道

交通、鞍钢集团、本钢集团完成债券发行，

融资规模总金额70亿元。 投资方面，在地

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海通证券通过自身

投资平台， 带动社会资本投入新兴产业，

累计完成对33家东北区域企业的投资，

累计投资金额约16亿元， 项目主要聚焦

医疗健康、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国家重点

扶持发展产业，帮助东北地区关键产业实

现加速发展。

“着眼未来， 海通证券将进一步助

推东北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升东北亚国际合作水平并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 ” 周杰说， 海通证券将发挥

“投、融、保、研” 及财富管理联动优势，

制定“一城一策” 服务方案，成为地方

政府的智库、国企改革的智囊、区域发

展的助推器和企业成长的动力源；加大

对东北区域的资源投入力度，优化网点

布局，进驻重点园区，制定“1+X” 的综

合金融解决方案， 更好地服务重点产

业、重点企业；发挥境内外联动优势，探

索跨境金融产品创新，充分利用海内外

资本市场各项股权融资工具，赋能东北

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服务更多东北企

业参与“一带一路” 合作共建，提升“走

出去” 的质量，优化“引进来” 的结构。

周杰强调， 明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实施 “十四

五”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 金融行业肩负

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海通证券将以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统领，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

实体经济为己任， 深化与东北当地政府

及国资国企的战略合作， 为东北振兴注

入金融活力， 为推动东北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贡献海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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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专家把脉明年投资方向：看好权益市场表现

高端制造储能板块机会多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12月24日， 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2022

中国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2022中国证券

业金牛奖颁奖典礼”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在

圆桌对话环节， 招商证券研发中心战略研究

部负责人谢亚轩，长江资管总经理助理、FOF

投资部总经理李仁宇， 太平洋证券总经理助

理、 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吴盛生在“金牛把脉

2023投资方向” 主题下，围绕2022年A股行

情、2023年市场机遇等话题展开讨论。

权益投资策略防守反击

2022年，海外经济体加息、地缘局势变化

频繁扰动投资市场， 美债和美元指数创下20

年新高，海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展望2023年宏观经济氛围，谢亚轩认为，

2023年的经济应该是内暖外冷的局面。 “内

暖，预计不管是从政策角度，还是从消费驱动

经济的角度， 明年国内的经济状况都会比今

年要好。外冷，今年对于全球市场造成最大困

扰的是发达国家的通胀，通胀必须要控制，但

控通胀必然有牺牲，这个牺牲就是经济增长，

所以明年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应该偏冷。 ”

“2022年，投资尤其是权益投资非常难做。

对于明年，我们的观点偏中性。 ”吴盛生表示，

“对我们而言， 权益投资这一块策略以防守反

击为主： 先立足于稳守， 然后抓住一些好的时

机，对于一些相对确定的机会，要敢于下重手去

拿收益。 这是我们2023年主要的投资策略。 ”

吴盛生说，从做产品的角度来看，更关注

的是产品的绝对收益， 投资必然要结合客户

的特点以及产品的属性。 不同的客户风险承

受能力不一样，对产品的理解也不一样，相应

产品的投资策略也会有所差别。

“站在当下来看，明年可能出现一个结构

性的小牛市。 ”李仁宇分析，2022年10月份的

时候股债性价比突破了两倍的标准差水平，

现在权益资产相较于债券仍然处于非常有吸

引力的水平。“明年权益市场相较于债券仍将

是比较不错的大类资产投资选择。 ”

“我们统计发现，从2021年到现在，主动

权益投资产品近三年滚动的年化收益率均值

水平在11.5%。偏股基金近三年的年化收益率

不到9%，低于均值。 从这个角度讲，整体上权

益投资产品向下的空间不大， 向上的弹性相

对来讲比较足。 ”李仁宇说。

部分细分板块存投资机会

回顾2022年， 整个A股市场的板块轮动

切换力度非常大。2023年，市场会否延续这一

特征？ 哪类投资风格或板块有望迎来机会？

“明年相对来说更看好股票，也就是股强

债弱。 ” 谢亚轩表示，“在股票投资方面，我们

策略团队提出了新‘五朵金花’ 的看法，包括

高端装备制造、医疗医药、新能源、军工、自主

可控这五个方向， 我们预计它们会得到市场

更大程度的青睐。 ”

“我们通常根据股票的质量因子、估值因

子、成长因子把基金划分成11类，深度成长、深

度价值、深度质量、质量成长和平衡，这五个是

目前市场的流行投资风格。 ” 李仁宇表示，

2022年权益市场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相较于

其他的投资风格， 深度价值在今年表现最好，

深度成长表现最弱。“展望2023年，在经济回

暖确定性比较大的背景下，我们预计市场前半

段还是会围绕着价值风格演绎，后半段等各项

经济数据陆续出炉，验证经济回暖以后，就可

能来到‘价值搭台成长唱戏’的阶段。 ”

“明年我们对债券市场持中性的态度，预

计市场面临的变量比较多。但我们比较看好信

用债尤其是城投债。 ”吴盛生认为，“城投债投

资方面，2023年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空间。 ”

“明年一季度尤其上市公司年报发布前，

预计市场难有大行情。 二季度开始，也就是年报

出来之后，可能会出现机会，因为股市要比经济

先行。 ”吴盛生表示，从板块来看，像“卡脖子”

工程、高端制造、风光储这些还是“好方向” ，芯

片、软件板块也会有一些明显的机会。“对储能

板块，长短期我都非常看好，这个板块的投资逻

辑蕴含了国际能源的变局，还包括未来能源发展

的方向，而且它的体量不小。 ”他进一步提示。

浙商证券研究所所长邱冠华：

明年A股将迎做多时间窗口

●本报记者 马爽

浙商证券首席战略官、 研究所所长邱冠华在展

望2023年时表示，A股正处新一轮牛市的起点，迎来

全面做多的时间窗口，凝“新”聚力，“大”有可为。

邱冠华表示，从基本面来看，稳增长持续发力，

在地产政策和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 经济将在明

年开启新一轮向上周期。从流动性来看，随着券商转

融资成本降低、 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以及个人养老

金制度的落地，资金面情况将大幅好转。

“在这个背景下， 明年A股的演绎可总结为八

个字 ‘凝新聚力、 大有可为’ 。 ” 邱冠华解释称，

“新” 指的是新成长，在能源革命、强链补链、智能经

济浪潮下，“新” 成长将大放异彩；“大”指的是传统

价值股，随着国内经济稳步好转叠加地产修复，地产

链、出行链、消费链都将迎来投资机会。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所长武超则：

坚信研究创造价值

●本报记者 周璐璐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此次荣获“金牛研究机

构”奖项。 对此，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所长兼国际业务

部行政负责人武超则表示：“荣誉是对过去成绩的肯

定，更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将加倍努力，坚信研究创

造价值，继续长期陪伴投资者，赋能实体经济。 ”

武超则称， 公司的研究业务近年来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在全国社保、保险、私募和银行等战略客户

的业务开拓上也取得长足进步，赢得广泛赞誉。目前

研究所员工超过300人，覆盖38个行业，未来还将进

一步加大香港本地研究员的布局， 提升海外市场服

务能力，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研究队伍。

展望2023年，武超则表示，一方面，近期宏观政

策加大力度， 疫情防控和地产政策密集优化， 服务

业、消费有望转向复苏；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处于

结构优化、产业升级的关键期，新一轮发展周期正催

生高端制造、新能源、芯片等新的主导产业，新经济

方兴未艾。权益市场方面，在反映复苏预期和稳增长

预期时，大盘价值股会有阶段性表现；随着时间推移

和经济环境明朗，成长风格最终会占优。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斌：

努力提供更全面专业研究服务

●本报记者 赵中昊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斌在发表获

奖感言时表示，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始终秉

持“研究发现价值，研究创造价值” 的发展理念。 长

期以来， 研究院一直注重对于分析师研究能力的投

入， 培养了一批在业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秀分析

师，他们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

王斌表示，兴业证券此次有幸获得“金牛研究

机构” 的奖项，这不仅是广大投资者对兴业证券过

去这一年工作的肯定， 更是对于兴业证券未来研究

服务工作的激励。 兴业证券将把这一份荣誉作为今

后发展的动力， 不断鞭策自己在各研究领域继续深

耕，努力为大家提供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专业研究

服务，帮助大家更好地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 本报记者 胡雨 周璐璐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12月

24日，以“完善资本市场功能 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 为主题的2022中

国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2022

中国证券业金牛奖颁奖典礼在辽

宁省沈阳市举办。 与会人士认为，

在“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 的总基调下，受益于

证券公司等机构的金融活水滋润，

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会有比较明显

的改善；“稳” 字当头下，成长、消

费等领域的投资机会凸显。

中国证券报党委委员、副总编辑蔡国兆为“

2022

中国证券公司金牛奖”获得者颁奖

金牛闪耀彰显行业标杆

在12月24日揭晓的“2022中国证券业金牛

奖”奖项中，共有31家证券公司、14家证券研究

所、171个证券研究团队、18家证券公司资产管

理人、173只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奖。

其中，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泰证

券、广发证券、中金公司、申万宏源证券、国信

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

10家证券公司荣获“金牛证券公司” 奖，这些

券商在持续合规状况、风险管理能力、市场竞

争力三个维度年度综合评价排名居行业前十。

本年度评选还新增 “证券公司服务科创

企业上市前10强”奖项，获得该奖项的证券公

司分别是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

证券、国信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安

信证券、东兴证券、国元证券、中金公司。 这些

证券公司本年度在服务科创企业上市、 引导

资金支持科创企业发展方面成绩显著。

从证券公司业务专项奖看，中信证券、国

泰君安证券、 中金公司等6家证券公司获得

“金牛财富管理团队” 奖项；中信证券、华泰

证券、海通证券等6家证券公司获得“金牛投

资银行团队” 奖项；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国泰

君安证券等10家证券公司获得 “证券公司金

融科技奖” 。 这些证券公司在经纪业务、投资

银行业务、金融科技方面具备较强综合实力。

2022年是资管新规元年，“2022中国证

券业金牛奖” 分设的“2022中国证券公司集

合资管计划金牛奖” 中，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风 （上

海）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斩获“2022年

度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人” 奖项。

为服务实体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高质量发展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对

证券行业而言，2022年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

得了良好进展。

据中国证券报党委委员、 副总编辑蔡国

兆介绍，本届论坛以“完善资本市场功能 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 为主题，旨在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谱写证券业服务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作为资本市

场改革创新的‘桥头堡’ ，证券业为服务实体

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年来，中国证券行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在支持社

会直接融资、科技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

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高质量

发展取得良好进展。 ”

就证券业自身而言，文化建设也是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中国证券业协会向

论坛致贺信表示，从2019年开始，协会与中国

证券报合作打造 “证券公司高管谈高质量发

展与文化建设” 品牌专栏，共邀请109位证券

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分享证券行业高质量发

展、 服务实体经济建设的真知灼见与创新实

践，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经验交流，广泛

宣传推动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形成的共识。

金融活水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展望2023年的宏观经济前景与资本市场

表现，与会人士认为，在证券公司等机构的金

融活水滋润下，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会有比较明

显的改善。

“金融业是经济发展一盘棋的先手棋。 ”

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周舟表示，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 要建设现代化产业经济体系，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对

于沈阳而言，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一枢

纽、四中心，尤为需要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党组成

员、经济学家张军扩看来，2023年中国经济将

“谨慎乐观” ， 既有有利因素， 也面临不少困

难。 综合判断，与2022年相比，发展环境会有

比较明显改善，增长水平也会有明显提升。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

认为，当前整体经济政策还是强调“稳” 字当

头：“中国经济依然会延续高质量发展， 将提

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简单求量；传统产业既要

升级，也要承担起稳定经济的支撑力。 ”

陈雳认为，2023年市场投资主线有两个

核心点：一是传统经济需要保民生、保稳定性，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 对于新经济而言，2023年

可以关注成长和复苏方向， 具体看好信息产

业、医药创新产业、高端制造产业以及数字经

济产业等。对于消费领域，陈雳认为，当前越来

越多的政策导向旨在刺激消费，春节临近或出

现一波小的消费高潮；对于2023年全年而言，

平台经济以及基于民生的消费会格外重要，可

关注相关投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