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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证券业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一年，更是国元证券经营管

理与风控合规全面提升的一年。一年来，面对资本

市场的巨幅波动，我们沉着应对、攻坚克难，坚持

创新发展，坚守风控合规底线，努力化解不利因

素，既迎接了牛市的全面考验，又成功抵御了突发

的市场风险，取得了历史最佳经营业绩。同时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把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文化建

设之中，嵌入在日常经营管理之中，致力于实现经

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

履行经济责任，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我们发起设立

安元投资基金，着力打造全方位金融服务产业链，

积极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不断拓展企业

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

展。

坚定市场信心，维护市场稳定。面对市场的非理性

下跌，我们责任在心，担当在行。我们降低双融保

证金维保比例，积极推动大股东增持；出资36.78

亿元参与证金公司维稳，同时，启动股份回购与员

工持股计划，传递市场信心。

热心社会公益，真情回馈社会。2015年，我们开

展定点扶贫，助力安徽美好乡村建设；设立国元证

券奖助学金资助优秀大学生，捐助希望工程关爱孩

子成长；向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捐款，促

进乡村教育及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2015年，公

司公益捐赠400多万元，为更多有需要的人送去了

温暖，传递了爱的正能量。

关注员工发展，提升员工获得感。我们建立公平公

正的绩效考核机制，不断健全薪酬福利体系，优化

员工培训及晋升体系，更注重营造适宜员工职业发

展的氛围，为员工实现自身价值提供更加广阔的平

台。我们关心员工生活，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喜闻

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倡导员工互爱互敬，向有困

难的员工伸出友爱之手，不断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

幸福感。

2015年，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值得总结与深思的一

年，也是奠定公司构建全功能型的现代投资银行非

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公司首次荣获中国证监会

A类AA级综合券商、获得“2014年支持地方经济

发展绩效考核一等奖”、“2015中国最受投资者

尊重的百家上市公司前十佳”、“2015中国最佳

投资银行”、“2015年度最佳企业雇主”、“新

财富最具潜力研究机构”等多项大奖。

2016年，国元证券迎来成立15周年。站在新起

点，我们责任在肩，任重道远。我们将继续秉承

“为股东创造价值，为客户真诚服务，与员工共同

发展，与社会共同繁荣”的社会责任理念，不断加

强与股东、客户和员工等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大力

支持教育事业及其他公益慈善事业；积极参与扶贫

攻坚，通过产业扶持等措施参与扶贫开发攻坚工

作，务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困；不断促进经

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我省的地方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董事长致辞
Chairman's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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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本公司”、“公

司”）发布《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以

下简称“本报告”），其内容立足于“利益相关方和公司皆认为重要

的事项”。本报告是公司发布的第八份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报告，报告的时间范围是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

12月31日。

●本报告系统阐述公司及所属分支机构于2015年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做

的工作、存在的差距及采取的改进措施，是公司致力于促进自身与全社会

的协调、和谐发展的真实写照。

●本报告经公司2016年3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如与年报有出入，以财务报告为准，其他数据与

案例主要来自公司内部统计。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金额均以人民币列

示。

●本报告编写参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同时突出了本公司的企业特点和行业特色。

●本报告以印刷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发布。本报告印刷版备置地点：安徽

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国元证券1701室；欲获取本报告电子版请登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国元证券网站：http://www.gyzq.com.cn。

社会责任报告编制说明
That the prepara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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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目标：

公司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追求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切实保护员

工、客户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热心从事环境保护和救急济困等公益事业，支持安徽地方经济

建设，促进公司与全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组织保障：

公司建立了符合公司社会责任工作需要的“集中决策、三线贯通、全员参与”的社会责任组织结构和决策运

行机制：“集中决策”就是根据公司治理规定的权限，社会责任重大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三线贯

通”就是公司经营管理层到各部门、各证券营业部的经营管理线，公司党委到各党支部的党委线，公司工会

到各工会小组的工会线，三条线上下贯通，遇社会责任突发事件时，组织动员快捷，运行高效。“全员参

与”就是通过三个系统的日常联系，确保包括离退休员工在内的公司全体员工参与公司社会责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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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基本理念和目标
The basic conception and the ai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责任理念：

为股东创造价值

与员工共同发展

为客户真诚服务

与社会共同繁荣



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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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company profile

●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主发起

人，联合其他12家法人单位共同发起设立国元证券。

●控股长盛基金。

●设立博士后工作站。

●成为第13家创新试点券商；正式托管天勤证券。

●设立国元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在深交所成功上市（股票代码000728），为国内第五家上市券

商。

●国元证券（000728）被作为样本股入选“沪深300”成分股。

●公开增发5亿股A股圆满成功，募集资金99亿元；设立国元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收购五矿海勤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

●设立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成功发行50亿元公司债券；联合其他六家法人单位共同发起设

立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发布国内首个省级区域指数--国元

皖江30指数（指数代码：399350）

●发起设立安元基金；控股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被中国证监

会评为A类AA级证券公司（2007年-2014年，公司七次被中国证

监会评为A类A级证券公司）。

2001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2年

2013年

2015年



证券金融控股集团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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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拥有国元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国

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国元期货有限公司、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徽

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和安

徽安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参股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通股份有限公司、中证资本市场发

展监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和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112家证券、期货营业网点遍布在全国四个直辖

市，东部沿海所有发达省份及重点城市，中部

所有省份的省会城市，西安、成都、贵阳等部

分西部省份的省会城市以及安徽省各地市。

全 资

控 股

参 股

营业网点遍布全国



经营业绩持续增长，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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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净 利 润

2015年大事记

公司与安徽省经信委签署《金
融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2015年1月

安徽省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树
隆 莅 临 国 元 证 券 调 研 指 导 工
作；国元期货与台湾康和期货
签署业务合作协议。

2015年3月

深交所吴利军理事长一行莅临
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考察
调研；获准开展私募基金综合
托管业务；推出“国元证券金
数据”。

2015年4月



08 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09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公司35亿元次级债
成功发行。

2015年5月

推进国际化战略部署，公司向
香港公司增资4亿港币；领衔发
生设立安元基金，开启股权投
资新天地。

2015年6月

荣获A类AA级证券
公司。

2015年7月

出资36.78亿元与证金公司合
作参与救市；实施股份回购；
制订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2015年9月

成功举办“2015安徽资本市场
要素对接会暨新型政银担企合
作推进会——企业上市业务对
接分会”。

2015年10月

推出“国元e城”，
推进业务APP化。

2015年11月

出资3亿元与中电科合作发起
设立“中电科国元产业投资基
金”。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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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荣誉名称 颁发机构

2015年1月 2014 年金蝉奖——最受投资者信赖的
证券公司 华夏时报、CM华夏理财

2015年2月 2014 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
 (上海威海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委员会

2015年3月 第四届安徽省省属企业文明单位 安徽省国资委

2015年3月 A 级反洗钱机构 (黄山新街证券营业部) 黄山市人民银行

2015年4月 企业上市工作优质服务奖
(安庆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岳西县人民政府

2015年4月

2015 中国区最具区域影响力证券投行

证券时报2015 中国区最佳股转挂牌推介团队

2015 中国最佳固定收益类投资团队 
(客户资产管理总部固定收益投资团队)

2015年4月

2014 年度五年期灵活配置型金基金奖 
(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上海证券报
荣获金基金·TOP 公司大奖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主要社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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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荣誉名称 颁发机构

2015年4月

2014 年度积极混合型明星基金奖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基金)

证券时报

2014 年度积极混合型明星基金奖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基金)

五年持续回报平衡混合型明星基金奖
(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2014 年度明星基金公司奖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 2014 年度债券型金牛基金 
(长盛同禧信用增利债券基)

2015年4月 014 年度金牛基金管理公司号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报

2015年5月 反洗钱 A 类评级 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2015年6月

中国最佳区域证券经纪商

证券时报

中国最佳固收类投资团队

2015年6月 信息披露 A 类评级（连续第八年）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年6月 2014 年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经营业绩考核一等奖 安徽省人民政府

2015年6月 2015 年度投资者教育与保护先进营业部 
(国元期货合肥营业部)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

2015年7月 A类AA级证券公司 中国证监会

2015年7月

2014 年度安徽省业务创新先进证券营业部 
(黄山新街等 4 家证券营业部)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

2014 年安徽省规范发展先进证券营业部
 (马鞍山雨山西路等 4 家证券营业部)

2014 年度优质服务先进证券营业部
 (亳州魏武大道等 2 家证券营业部)

2014 年度投资者保护先进证券营业部 
(合肥宿州路等 2 家证券营业部)

2014 年度安徽省优秀证券、期货从业人员 
(范圣兵等 20 名员工)



时间 荣誉名称 颁发机构

2015年7月 2013-2014 年信息报送先进单位 
(广州体育东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

2015年7月 2014 年度支持宣城实体经济发展特别贡献奖
 (宣城叠嶂西路证券营业部) 宣城市人民政府

2015年8月

最佳 IPO 项目—应流股份

新财富

最佳财务顾问项目——江淮汽车换股吸收合并江汽集团

2015年8月 优秀营业部(天津河北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投保基金公司

2015年10月 文明经营户(宣城叠嶂西路证券营业部) 宣城市工商局

2015年11月 并购交易服务奖 中国并购公会

2015年11月 并购重组财务顾问执业能力评价 A 类评级 中国证券协会

2015年11月 最高参与沪港通交易大奖 香港交易所

2015年11月

2015 中国最受投资者尊重的百家上市公司前十佳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2015 中国最受投资者欢迎的上市公司董秘 

(副总裁、董秘陈新)

2015年11月 新财富最具潜力研究机构 新财富

2015年12月

2015 中国最佳投资银行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5 中国最佳创新券商董事长

(蔡咏董事长)

2015年12月 2015 金蝉奖——年度风险管理奖 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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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现代投行功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modern investment bank,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2015年，
公司通过股权融资、债务融资、资产管理、股权质押、直接

投资等方式为各类企业融资370.0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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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公司总裁俞仕新（右二）参加创业软件上市仪式

2.  公司总裁俞仕新（左二）参加九华旅游上市仪式

3.  山河药辅上市仪式



股权融资业务：

2015年，
公司共完成3个IPO、4个再融资，累计募集资金60.69亿元；

5个并购重组，标的金额合计104.92亿元。

2015年股权融资项目企业展示

投资银行业务

   九华旅游              创业软件              山河药辅              视觉中国              黄山旅游               科大讯飞
（601399）       （300451）       （300452）       （000681）       （600054）       （002230）

     司尔特                江淮汽车              国轩高科              桑乐健康              科大智能              安科生物
（002538）       （600418）       （002074）       （300247）       （300222）       （300009）

新三板业务：

2015年，
公司推荐36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为29家新三板挂牌企业开展做市业务，帮助22家新三

板挂牌企业完成33次定向发行，合计募集资金7.09亿元。

债务融资业务：

2015年，
公司完成17个债券项目，其中企业债2家、公司债1家，资产证券化1个、财务顾问3个、中小

企业私募债10单，累计募集资金31.4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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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公司股票质押融资全年累计融资规模59.78亿元；约定购回融资全年累

计融资规模5.68亿。

股票质押回购与约定式购回业务

2015年，
公司通过“美好中国”等系列资管产品大力支持地方产业园区建设和各

类实体经济发展，合计募集资金166.85亿元。

资产管理业务

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以股权托管为基础、以股权交易为载体、以股权融资为目的，化解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2015年，安徽省股交中心新增挂牌企业473家（其中公司作为主办券商推荐222家企业挂牌）；累

计托管企业913家，挂牌企业717家，其中成长板企业99家，科技创新板企业404家，农业板企业

164家，文化旅游板企业50家，一市多板的市场结构已经形成。

2015年安徽省股交中心帮助挂牌企业实现融资37.05亿元；累计融资额73.72亿元。融资方式不
断丰富，包括股权质押、私募债、定向增资和融资租赁等，融资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区域性股权市场业务

1.  安徽省股交中心农业板开板仪式
2.  公司董事长蔡咏（左一）参加农业板开板仪式

3.  安徽省股交中心文旅板开板仪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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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完成股权直接投资项目7家，投资金额1.51亿元。

2015年6月，公司发起设立安元基金。安元基金专注于投资全省拟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企
业，利用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帮助企业实现各个阶段、不同形式的发展需求，形成完整的生态产业
链。

直接投资业务

2015年10月，公司成功举办“2015年安徽资本要素对接会—企业上市业务对接分会”。会上，公
司与合肥市、宣城市、滁州市等地政府签订了《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之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为公司与地方政府、拟上市企业、股权投资机构之间建立起密切的交流合作渠道。

成功举办安徽资本要素对接会——企业上市业务对接分会

2015年，公司继续贯彻落实保荐代表人联系市县工作制度，为对口市县提供专业咨询、业务指导和
培训、资源整合和资本对接等一系列金融服务，集中力量全面摸排具备条件企业，积极推动上市辅
导备案工作。截至2015年底，国元证券报送辅导中项目22个（全省42个），占比超过50%。

认真落实保代联系市县制度，助力地方发展

安元基金揭牌仪式 安元基金创立大会

1 2 3

1.  董事长蔡咏在安徽资本要素对接会——企业上市业务对接分会发表主题演讲
2.  总裁俞仕新在安徽资本市场要素对接会——企业上市业务对接分会上致辞
3.  公司与合肥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股东权益保护
Protection of sharehold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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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制度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始终致力于进一

步健全公司治理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层相互分离、相互制衡

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各层次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了公司的规范运作。

股东大会发展战略委员会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董事会

经营管理层

监事会

2015年,
公司召开了6次股东大会、14次董事会、7次监事会和9次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1 2 3

1.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3.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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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大会均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向社会公众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披露中小股东的投票表决结果,切实保障中小股东

的权利。

序号 表决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赞成票占有效
表决股数(%) 股数

反对票占有效
表决股数(%) 股数

弃权票占有效
表决股数(%)

1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

融资券的议案
209,401,769 99.9744% 53700 0.0256% 0 0.0000%

2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

公司债的议案
209,401,769 99.9744% 53700 0.0256% 0 0.0000%

3
关于设立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
209,397,369 99.9723% 58100 0.0277% 0 0.0000%

4
关于公司回购
股份的议案

4.01 回购股份的方式 209,401,769 99.9744% 53700 0.0256% 0 0.0000%

4.02 回购股份的价格 209,397,369 99.9723% 58100 0.0277% 0 0.0000%

4.03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

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209,401,769 99.9744% 53700 0.0256% 0 0.0000%

4.04
回购的资金总额

及资金来源
209,401,769 99.9744% 53700 0.0256% 0 0.0000%

4.05 回购股份的期限 209,401,769 99.9744% 53700 0.0256% 0 0.0000%

4.06 回购股份的用途 209,401,769 99.9744% 53700 0.0256% 0 0.0000%

4.07 决议的有效期 209,401,769 99.9744% 53700 0.0256% 0 0.0000%

4.08
关于本次回购的

授权事宜
209,401,769 99.9744% 53700 0.0256% 0 0.0000%

有效表决票数合计(股) 209,455,46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6642%

案例: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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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做好信息披露,保障股东知情权

2015年，公司认真编制和披露定期报告，规范披露临时报告，无一差错。公司在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2014

年度信息披露考核结果为A级，这也是我公司连续第八年获得此项荣誉。

根据统计，深市主板连续八年信息披露考核为A的上市公司仅有4家，占比约0.83%。

积极开展现金分红,回报股东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股东的合理回报，坚持每年现金分红。

公司自2007年上市以来，已累计向全体股东分红派现33.53亿元，充分体现了公司对股东
的责任感。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元）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现金分红金额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例（%）

2007 732,050,000.00 2,279,685,499.50 32.11%

2008 263,538,000.00 520,858,108.32 50.60%

2009 982,050,000.00 1,037,200,135.20 94.68%

2010 589,230,000.00 924,981,113.62 63.70%

2011 196,410,000.00 562,713,826.04 34.90%

2012 196,410,000.00 406,706,984.45 48.29%

2013 196,410,000.00 665,338,486.33 29.52%

2014 196,410,000.00 1,371,744,662.42 14.32%

合计 3,352,508,000.00 7,769,228,815.88 43.15%

表:公司上市以来分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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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股市维稳,维护投资者权益

2015年年中,面对市场的非理性下跌,公司积极响应监管部门号召,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
场稳定,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1）降低双融保证金维保比例，受理融资合约展期申请，暂停融券卖出，上调可冲抵保证金
证券折算率。

（2）推动大股东增持，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元集团与第三大股东安粮集团分别增持200万
股和474万股。

（3）出资36.78亿元与证金公司合作参与救市。
（4）制订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5）实施股份回购。公司已累计回购2956.1484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51%。

认真做好信息披露,保障股东知情权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股东大会、投资者交流会、电话咨询、机构调研、互动易平台

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沟通。

2015年，
共有261名股东参加公司六次股东大会；

两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551-62207968、62207323）全年累计接听投资者

电话1000余次；

全年共接待5家机构共10人次实地调研；

互动易回复934条，回复率100%；

应邀参加6次投资者交流会。

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加强了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有效地增进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

进了公司与投资者建立长期、稳定的良性关系。



客户服务和投资者权益保护
Customer servi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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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投资者教育,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多形式、多渠道的持续开展投资者教育宣传

组织开展各类培训讲座649场,

参与投资者25000多人次, 发送投教宣传资料17万份,

通过官方博客、微博、微信、QQ群、短信等形式发布投教

信息140多万条,发放调查问卷12000多份, 

开展投教宣传323场次,发布投教文章121篇。

视频展示 投教产品展示 微信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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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做好各类专项投保宣传及调查活动

组织开展了“3.15投资者权益主题宣传活动”、“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宣传活动”、“公平在

身边”专项活动、“2015年法制宣传月”、“远离非法证券活动，传递正能量——打击非法

证券宣传月”、“证券基金期货个人投资者投资情况调查”、“投资者满意度调查”、“投

资者教育基地专项调查”等一系列投资者保护专项活动和调查。

积极推进校企合作“投资者教育共建基地”建设

公司分别在安徽农业大学、合肥学院、黄山学院、淮南师范学院等二十多所院

校建立了“投资者教育共建基地”。

积极参与申报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

申报1个“国家级互联网投教基地”（公司总部）、4个“国家级实体投教基地”（分别为上海分公司、合

肥金寨路凯旋大厦证券营业部、宣城叠嶂西路证券营业部、黄山新街证券营业部）。

3.15投教宣传 反洗钱宣传

国 元 证 券 与 合 肥 学 院 合 作 建 立
“投资者教育共建基地”签约揭
牌仪式

国元证券与合肥学院“投资者教
育共建基地”牌匾



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不断提升客户服务水平

推出“金数据”服务产品，提升线上个性化服务水平

2015年4月，公司推出“国元证券金数据”。“金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和收集客户的行为及偏好数

据，为每位客户推送量身定做的个性化资讯。

推出“国元e城”，推进业务APP化

2015年11月，公司推出“国元e城”。“国元e城”是集开户、交易、理财、服务、文化、宣传及员工办公

等为一体的移动互联网证券业务平台，实现业务APP化、APP群平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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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微信平台管理，提升客户体验

微信订阅号总关注数7.45万人，全年增加3.88万人；

账户绑定人数9260，全年增加6036人。

国元证券订阅号
GYZQ－0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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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客户服务，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

认真做好客户非现场服务

全年完成4709.35万人次服务量，服务覆盖率达91.22%。

接受客户咨询22.01万人次，产品服务4161.91万人次。

认真做好客户回访，妥善处理客户投诉，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

全年客户回访18.79万人次；及时妥善化解客户投诉67起，其中安徽证监局转来的客户投诉13
起。调查结果显示，公司2015年度客户满意度为91.33%，保持较高的水平。

积极组织投资者参与交易所“走进上市公司”系列活动

2015年组织客户参与12期深交所“走进上市公司”活动，累计调研28家上市公司，参与客户452
人次。投资者通过实地参观、与高管直接对话、面对面交流，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思路，树立了
价值投资的理念。

认真开展“理财大讲堂”及“研究员面对面”活动 

2015年共组织“理财大讲堂”及“研究员面对面”活动60余场,参与客户近万人。从反馈表上客户的

满意度情况来看，99%的客户均对公司举办的投资策略报告会评价满意。

全力应对火爆行情，系统快速扩容

面对今年火爆的市场行情和井喷式的成交量，公司行情系统从年初10套增加到21套，交易系统从25套增加

到90套；网络设备从百兆设备升级到千兆。交易系统经受住了天量交易的考验，未发生交易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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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与员工共同成长
People oriented, and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employees

公司一直倡导人本文化，坚持“以人为本”，给员工提供自我发展的平台，不断完善

员工成长与发展体系，创造条件，促进公司与员工共同成长和发展。

●不断壮大的员工队伍

●完善的培训体系

●良好的晋升机制

健全的职工权益保障●

丰富多彩的员工业余活动●

关爱员工，给员工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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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壮大的员工队伍

到2015年底，公司员工已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人，发展到3060人，

为社会不断提供就业岗位，解决就业问题。

经纪业务人员—62.75%

其他管理人员—16.24%

投行人员—6.80%

财务人员—3.46%

信息技术人员—3.59%

研究人员—2.35%

资产管理人员—2.09%

行政人员—1.83%

证券投资人员—0.72%

国元证券员工专业构成图

国元证券员工学历构成图

博士 0.42%
硕士 17.32%

本科 69.12%
大专及以下 13.14%



完善的培训体系

公司已初步构建“制度、课程、内部讲师体系”和“年度培训计划”的“3+1”培训体系，建立了“全员培

训、重点突出、分级实施”的员工岗位培训机制，首推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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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司共开展现场培训18期，参训人员近600人次。

其中，举办业务与技术专项培训7期，参训人员289人次；

举办新入职员工培训1期，参训人员77人次；

举办中高级管理人员培训3期，参训人员33人次；

举办年轻员工综合素质提升培训7期，参训人员16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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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晋升机制

公司有较为完善的职级晋升机制，通过考核晋升、内部竞聘晋升等多钟方

式，促进员工职业发展，2015年共有300多人实现晋升。

公司倡导能者居上，选拨优秀人才不拘泥于年龄，大力培养年轻业务骨

干，多名综合素质过硬的年轻员工走上管理岗位。

健全的职工权益保障

公司涉及职工权益的重要制度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执

行；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

公司依法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同时为员工办理企业年金、国元

安心组合保险等补充保险。

公司重视保护员工休息休假权利，鼓励员工带薪休假。

公司重视女职工的权益保护，对怀孕七个月及产后婴儿不满一周

岁的女员工，给予每个工作日少工作1小时的特别照顾。公司对怀

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的必要产前检查，视为正常出勤。



30 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31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丰富多彩的员工业余活动

2015年，公司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员工业余生活。

1月18日，公司在合肥大蜀山西扩公园举行2015年新年迎春长跑活

动，近百名员工参加了此次活动。

2月7日—8日，公司组织参加了2015年安徽证券期货业协会“迎春

杯”扑克牌掼蛋比赛，公司包揽冠亚军。

2月14日，公司举办2015年“迎新春”乒乓球邀请赛。来自公司总部各

部门、在肥子公司、证券营业部的乒乓球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3月5日，公司举办了以“字里行间皆是谜 红红火火闹元宵”为主题的

第二届元宵节猜灯谜活动。

3月7日、8日，公司分两批组织200多名女员工开展了庆“三八”环巢

湖一日游活动，以此庆祝女同胞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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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公司组织合肥地区70多名员工参加了由合肥市委宣传部、共

青团合肥市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大湖名城、青春毅行”—2015

环巢湖金色踏春徒步走33公里毅行活动。

4月10日，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员工参加了以“连接你我、奔向未来”为

主题的“省属企业青年员工联谊暨2015年第二届合肥森林生态旅游

节——官亭踏青赏樱活动”。

5月23日,公司组织200多名员工赴紫蓬山开展全员健身登山活动。

5月31日，公司组织了76名运动员和120名“啦啦队”参加了国元集团

首届职工运动会暨女职工趣味运动会。在21项比赛中，公司获得9项冠

军。

5月31日，公司举行庆“六一”首届亲子嘉年华活动，共有120个员工

家庭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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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公司举办“迎七一 我为国元添光彩”歌咏朗诵比赛。来自公

司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共29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7月1日，公司组织新发展的20多名预备党员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开

展“缅怀先烈·党旗宣誓”主题实践活动。

7月10日，公司组织六名选手参加集团公司举行第二届“国元杯”读书

演讲比赛，公司荣获2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2个优秀奖。

公司获得最佳组织奖。

8月29日—30日，公司在合肥滨湖湿地森林公园举行了 “相约自然、

感受美景、健康同行”健步走活动。公司400多名员工及退休离岗老同

志分两批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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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至9月中旬对楼层员工休闲区进行了优化与完善，先后组织策划

了“时光机-猜猜我是谁”、“年代秀—猜猜我是谁”两期员工休闲区照

片墙趣味竞猜活动。

9月，在国元集团的好声音比赛中，我公司选派的3名歌手入选十佳，4

名选手荣获优秀奖。公司获得优秀组织奖。

10月25日，公司组织300余名参赛员工2015年合肥国际马拉松赛暨

全国马拉松冠军赛。

9-11月，公司举办第二届“国元证券创新杯”五人制足球赛，来自总部

以及各子公司、分公司共17支代表队的选手们参加了比赛。

10—11月，公司总部、安徽省内营业部、北京、上海、深圳、芜湖、青

岛、武汉分公司及国元证券（香港）公司先后11次组织员工开展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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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赢在国元”为主题的拓展培训活动，共1600多名员工参加

了活动。

2015年，公司还组织员工参加省总工会运动会、省证券期货业协会

等单位举办的羽毛球、乒乓球、扑克牌、登山等比赛活动，均取得好成

绩。

关爱员工，给员工送温暖

2015年，公司制定了《职工困难补助管理办法

（试行）》，全年看望生病员工17人，救助特困

员工14人，补助丧葬慰问金17人。

2015年春节前，公司党委对因工作原因需要离

开家庭造成夫妻分居的57名员工家属寄去了慰问

信、慰问金。

春节前夕，公司党委组织开展了“心贴心”慰问活

动，用亮身份、树形象、作表率的实际行动履行了

上级党委关于做好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进一

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要求。

2月10日， 公司举办迎新春退休老干部茶话会，退

休的在肥老同志与公司领导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佳

节，共叙公司发展历程，共话公司发展美好前景。

4月，公司组织全体员工进行健康体检，并针对员

工常发性、多发性疾病，邀请专家前来公司举办保

健讲座，提高员工的保健意识。

5月，面对火爆行情，公司各营业部、客户服务中

心及信息技术部的员工们加班加点，全力奋战，公

司党委对他们进行慰问，送去了加湿器，并发放了

慰问金。

端午节前夕，组织退休老同志赴桃溪农场一日游。

8月，公司组织近20名参加高考的员工子女开展亲

子活动，游览黄山。

重阳节前夕，组织退休老同志赴安庆文博园一日游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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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低碳节能环保，致力于环境可持续发展
Advocate low carbon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ocu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

支持低碳企业融资

2015年12月，公司担任主承销的国祯环保（300388）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获证监会核准。此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拟募集资金5亿元，将用于投资怀远县污水设施PPP项目、合肥市清溪净水厂PPP项目、郎溪县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PPP项目。

2015年，公司帮助新三板企业华艺园林完成两次增发，合计募集资金10149万元，用于园林绿化、生态修

复、水土保持、环境治理等的施工与维护。

 2015年，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通过定向增资、发行私募债等方式帮助合肥宏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10家低碳企业合计融资7215万元。

倡导绿色办公

公司倡导全体员工保护环境，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办公大楼室内、公共区域的所有灯管均采用了LED节能

灯，并采取了声控智能化管理，有效降低了能耗。

公司鼓励员工采用公共交通、徒步或骑自行车出行，发出在生活中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吃饭要光

盘等倡议，开展“邻近楼层走楼梯”等活动，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的低碳生活方式。    

公司充分利用OA、CRM等网络系统进行事项审批，努力推行无纸化办公。在日常工作中，公司充分利用

公司网站等网络媒介宣传公司及各项新业务，避免依靠以纸张、塑料制品为主的传统宣传方式，节约纸张，

保护环境。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公司一直高度重视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支持低碳企业融资，倡导绿

色办公，努力构建环境良好、资源节约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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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支持公益事业，用真情和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To support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and to repay the society with true feelings 
and real action

“持续发展，须以责任为本；基业长青，当以民生为念”。公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倡导企业社会责任

理念，积极支持公益事业，用真情和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扶贫济困，关爱社会弱势群体

为贯彻安徽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美好乡村建设的决定》，扎实

推进安徽美好乡村建设，2015年，公司连续第二年向定点帮扶村——

黄山市绍濂乡小溪村捐赠100万元。

在10.17“扶贫日”当天，公司员工自发组织向安徽省歙县扶贫办进行

捐款，累计捐款211021元。

向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捐赠5万元，支持文化助残活动。

第二十五党支部（宣城、宁国、泾县三地营业部）向身患重病的营业部

后勤保洁员捐赠4500元，看望了泾县云岭村二名贫困儿童并向他们捐

款2000元，发动全体员工对四川阿坝州地震等灾区的人民捐助棉毛

衣上百件。

第三十党支部（安庆、桐城两地营业部）到岳西县响肠镇实地探望多户

贫困家庭，并自发捐款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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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资助学，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佛山季华五路营业部员工积极参加“扶贫

济困，共同参与”、“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致敬抗战老兵”等主

题公益活动，共募集16550元。

安庆人民路营业部向安庆市总工会捐助困难职工补助5000元。

黄山新街营业部员工自发向黄山市歙县石门乡竹岭村贫困家庭和留守

儿童捐款4830元，以实际行动关爱弱势儿童。

阜阳临泉路营业部看望金马社区三家贫困户，为每户送去1000元的困

难补助。

2015年，公司向无为县鹤毛乡小学捐资助学30万元；向蚌埠市龙亢镇

周王小学捐资助学30万元；向砀山县程庄树人学校捐资助学20万元，

帮助以上三所学校完善基础教育设施，改善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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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司向岳西县响肠镇贫困大学生捐款13万元；向庐江汤池镇

贫困大学生捐款15万元，让贫困家庭的学子顺利跨入大学校门，开始

新的人生。

2015年，公司在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农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分别设立“国元证券奖助学金”，奖学金为期

4年，每所学校每年30万元，帮助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寒门学子能顺

利完成学业。

2015年，国元投行“雪莲花”爱心基金向新疆塔什库尔干县捐资助学

20万元，用于资助该县考取大学的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015年，公司向安徽省希望工程捐资助学12万元，帮助贫困学子顺利

完成学业。

2015年，公司团委组织部分年轻员工前往六安市金寨县白塔畈镇郭店

村小学参加“献我情、暖娃心”——结对帮扶留守儿童公益助学活动，

每人每年捐赠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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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化事业发展

2015年，公司向安徽省黄梅剧院及再芬黄梅剧院捐款8.8万元，向安

徽省徽剧团捐款10万元，支持我省黄梅剧、徽剧事业的发展。 

开展社区关系活动

2015年春节及“七一”前后，公司深入所在地三里庵社区，向生活困

难的党员和居民送去慰问金；向社区内家庭困难的高考学生送去助学

金。

公司团委组织近百名青年员工开展了以“爱心传递•生命之源”为主

题的义务献血活动。

公司向合肥市金寨路交警大队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帮助酷暑天气下

一线执勤的交警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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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处及未来展望
Deficiencies and future prospects

公司致力于向客户提供更加多元的金融服务与产品,但与行业领先券商相比，公司

的产品线还不够完善，客户的精细化服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2016年，公司

将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不断完善网络服务平台，丰富服务内容，让客户的体验更智

能、更便捷、更安全。

公司积极倡导企业公民理念，积极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但参与社会公益的方式

还不够丰富，覆盖范围还不够广。2016年，公司将增加社会公益投入，参与更多

的公益项目，把爱心与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员工的培训工作，并建立较为完善的培训体系，但现场培训相对

较少，不能完全满足公司创新发展需要。2016年，公司将增加现场培训次数，创

新培训方案，不断提升员工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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