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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3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6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参与“沟通传递价值，交流创造良好生态”2021 深圳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投资者 

时  间 2021 年 11 月 30 日 15:00-17:00 

地  点 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李翔 

董事会秘书  吴礼信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请问公司 IPO 业务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IPO 项目申报需

要综合考虑项目实际情况、审核节奏等因素，因此并非匀速推进，通

过加强股权团队建设、落实考核激励机制等措施，公司保持定力推进

股权业务能力建设，推动投行业务进一步发展。谢谢！ 

2.董秘你好，请问公司非公开发行进展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目前处

于证监会审核阶段，公司将根据证监会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感谢您的关注。 

3.头部券商在政策、牌照、人才、规模、综合化等方面优势越来越

明显，线上化趋势使得区域性券商在零售业务逐渐丧失属地优势，公

司将如何应对？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线上化对于公



 

司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公司十分重视互联网时代新零售业务的开

展，新设网络金融部，通过平台化科技赋能，大力推进财富管理转型。

谢谢！ 

4.对于营业网点布局和投顾业务如何考量？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重点在一线及发达城市布局分

支机构，并在公司战略引领下积极推进三级管理模式（总部—分公司

—营业部）的精细化运营；公司将持续扩大投顾数量，提升投顾专业

能力，提高投顾人均产能，积极布局基金投顾业务。 

5.公司今年业绩怎么样？ 

答：您好，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合并营业收入 58.82 亿元，

同比增长 21.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5 亿元，同比增

长 17.26%；基本每股收益 0.44 元，同比增长 18.92%。具体信息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发布的《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感谢您的关

注。 

6.广深地区券商投行业务竞争很激烈，公司如何应对区域竞争？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广深区域竞争激烈但也充满了市场机

会，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借助深圳的区位优势与影响力，将珠三角区

域确定为投行业务发展的战略要地，布局多只优秀股权团队，在电子

信息等行业深耕细作，目前已在 TMT 行业形成一定的口碑。感谢您的

关注。 

7.未来公司有什么发展规划？重心会放在哪块业务上？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立足中央

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三大属性，以“安全”“领先”为战略指

导思想，重点培育以投研、投行、投资以及获客能力、定价能力为内

涵的核心竞争力，推进“数字券商、智慧投资、科创金融”三大目标，

奋力创建精于电力、能源领域的特色化一流证券公司。谢谢！ 

8.公司推出“百亿定增计划”，其中大股东支持力度也很大，对此

公司是如何考虑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公司提升风险



 

抵御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资本参与认购充分显

示了其对公司经营现状、业绩增长曲线和发展前景的认可与支持，将

进一步帮助公司提升经营、实现战略目标，督促公司以更好的经营业

绩回馈全体股东。谢谢！ 

9.公司将如何更好利用好股东背景、产业资源和优势，推动能源、

电力领域特色化业务？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依托华

能集团能源产业背景，充分发挥科创金融禀赋，增强集团内部业务协

同，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发挥公司各业务条线专长为能源、电

力产业提供绿色转型综合金融服务。谢谢！ 

10.财富管理转型方面，如何通过线上线下运营来更好地做特色化

竞争？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顺应数字化转型方向，大力发

展零售端平台，着力打造客户、投顾与核心能力中台等核心平台。今

年，公司通过“818 金哥理财节”尝试线上销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后续将继续大力推进科技赋能、双向融合工作。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1.关于绿色金融领域，公司有望取得哪些领域的进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通过全

面的绿色金融产品与业务协同，构建科创金融港的绿色平台，持续推

进绿色债券、公募 REITS、绿色 ABS、碳交易产品等业务发展。今年

5 月 19 日，公司举行碳中和系列指数发布会，并同步上线长城 ESG 投

研体系，后续将更好为市场和客户服务。谢谢！ 

12.对于景顺长城基金，公司如何给予相应的支持？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根据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向控参股公司委派董事、监事，在

法人治理框架下管理控参股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的经营机制充分市场

化，公司与景顺长城外资股东美国景顺集团保持紧密沟通，对重大事

项、方案共同进行决策性管理，尊重并维护景顺长城基金的市场主体

地位。谢谢！ 



 

13.公司的期货业务目前发展态势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宝城期货开展期

货经纪业务，宝城期货的风险管理子公司宝城物华主要从事动力煤套

期保值、现货贸易等产融结合业务。2020 年和 2021 年上半年，宝城期

货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均实现大幅增长。谢谢！ 

14.公司如何落地与华能集团的协同？目前有哪些实质的推进举

措？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从产融结

合与融融结合两个角度推进与华能集团系统企业的合作与协同，通过

撮合股东资源与公司专业能力，公司为电力、能源行业客户提供研究

支持、产业规划和融资服务，发挥协同效应孵化科创企业，服务企业

全生命周期的不同需求，积极拓展了公司研究业务的商业模式，依托

股东资源奋力实现“科创金融”战略目标。谢谢！ 

15.贵司在资管业务压缩通道后的发展策略？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通过科

技赋能，提升资管业务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多举并重推动资产管理

业务创收及主动管理规模快速可持续增长。谢谢！ 

16.请问公司打算如何提升投行和资管业务的盈利能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投行业务方面，

公司将从现阶段“以项目为中心”逐步转变为“以客户为中心”，推

动投行专业化与平台化转型，打造以能源和电子领域的科创资产为特

色的专业化投行，为客户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及各项需求的综合性金

融服务；资管业务方面，将聚焦打造特色化的发展路线，在巩固传统

资管业务优势的基础上，加大业务创新力度，快速提升资管业务的核

心竞争力。谢谢！ 

17.您好，想请问一下贵公司取名长城证券是否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呢？是否取了万里长城屹立不倒的寓意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自 1995 年获准

成立以来，公司以“长城证券”作为公司名称持续稳健经营至今已有



 

二十余年，从未间断，从未更换，公司内外均对“长城证券”这一品

牌建立了良好的信任与认可关系。借助“长城”这个老字号所具有的

天然认可度和传播力，有利于公司实现“数字券商、智慧投资、科创

金融为目标的综合型现代投资银行，奋力创建精于电力、能源领域的

特色化一流证券公司”的发展愿景。谢谢！ 

18.您好，请问贵公司相较于同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方

面？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长城证券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综合类

证券公司，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壮大，已经成长为业务牌照齐备、区

位布局合理的综合金融体，形成了多功能协调发展的金融业务体系。

同时，公司股东具有深厚的产业背景，有助于公司推进产融结合、打

造发展特色。公司深入分析发展现状和资源禀赋优势，制定了科学完

整的战略发展规划，打造特色化、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奋力创建精于

电力、能源领域的特色化一流证券公司。具体情况您可详阅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第三节相关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9.请问公司对年底的 A 股走势怎么看？ 

答：您好，股票二级市场走势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请您关注投资

风险，理性投资，并祝您投资顺利，取得优异成绩！ 

20.公司在自营业务方面有什么后续配置策略？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成立了资

产负债管理委员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的投资要求，审议公司资产

负债管理总体方案及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公司自营业务将更加侧重

资产配置，推进投资策略多元化，在平衡风险收益特征的基础上，努

力提升收益率和收入规模。谢谢！ 

21.预计 4 季度的营收，利润同比能增加吗？增加多少？公司增发

的对象是那些，增发锁定几年？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合并营

业收入 58.82 亿元，同比增长 21.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5 亿元，同比增长 17.26%。2021 年第四季度业绩情况请以公司后



 

续发布的 2021 年年报披露信息为准。公司增发对象及相应锁定期请阅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公告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须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

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注。 

22.公司的百亿定增计划有啥用？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十四五”战略规划》对公司

整体和各板块发展都提出了具体目标，实现“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

要求公司持续扩充资本规模、抢抓行业发展机遇，本次非公开发行有

利于提升公司资本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有助于公司实现阶段性目

标。谢谢！ 

23.您好，请问贵司高管对于当前公司经营情况（业绩）是否满意？

未来一年内的核心发展方向以及目标是什么？是否存在扩张的可能

性？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

为 27.53 亿元、38.99 亿元、68.6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 5.86 亿元、9.92 亿元、15.02 亿元；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58.82 亿元，同比增加 21.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55 亿元，同比增长 17.26%。公司始终肩负央企担当，以高质

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致力于创造更好业绩回馈股东。未来，公司将

以“安全”“领先”为战略指导思想，打造以“数字券商、智慧投资、

科创金融”为目标的综合型现代投资银行，坚持转型和创新双轨驱动，

实现本质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奋力创建精于电力、能源领域的特色化

一流证券公司。在发展模式上，公司坚持内生增长，增强发展能力，

同时持续拓展外延式发展增长机会。谢谢您的关注！ 

24.你好！今年的业绩会创新高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

为 27.53 亿元、38.99 亿元、68.6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 5.86 亿元、9.92 亿元、15.02 亿元；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58.82 亿元，同比增加 21.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55 亿元，同比增长 17.26%。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情况请以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为准，谢谢。 

25.尊敬的董秘您好，能不能谈一谈长城炼金术活跃用户情况？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集合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AI 智能等前沿科技力量，倾力打造了高度自控、

集“获客+工具+运营”为一体的金融服务终端——“长城炼金术”APP，

先后上线智能选股、智能盯盘、条件单、智能选基、财富有料、资产

分析、业务办理等模块，聚焦“基础服务+特色化功能”，持续提升服

务效能、助力客户生态延展。通过“818 金哥理财节”的推广，“长城

炼金术”8 月当月的活跃用户数量超过 44 万。谢谢！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  期 2021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