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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 内控护航

西南证券交出2019年度靓丽成绩单
2020年4月30日，西南证券发布2019年度财务报告。公告显示，西南证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4.89亿元，同比增加27.1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2

亿元，同比大增359.35%，增速创公司历史新高。而且，公司净利润增幅分别高于证券行业平均增幅85%和上市券商平均增幅57%。

此外，2019年度财报显示，西南证券资产规模和资产收益率也取得明显增长：截至2019年12月底，西南证券总资产658.51亿元，同比增加3.38%；净资产195.58亿

元，同比增加3.06%；母公司净资本145.66亿元，同比增加15.8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5.46%，较上一年度提高4.26个百分点，ROE增幅位列上市券商第8位。

西南证券2019年的靓丽成绩单从何而来，背后有哪些支撑因素？

事实上，支撑靓丽成绩的原因有三：一是科技赋能提升效率，通过改革创新的扎实推进，西南证券的各项业务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公司专业特色服务能力进一步加

强；二是合规风控、降本增效两手一起抓，公司不断夯实自身的内控能力，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三是西南证券时刻不忘“责任”二字，将对股东的责任、对投资

者的责任以及对社会的责任铭记在心，不断践行“做最有责任心公司”的理念，不断“为投资者、客户和实体经济创造价值”。

科技赋能提升效率
彰显专业特色服务

2019年，西南证券全年信息化建
设投入金额超1亿元，实施新建项目
137个，大力支持各业务条线的发展。

经纪业务方面，借助大数据信息
化智能化促进业务发展，推进手机证
券建设，通过升级手机金点子APP功
能、优化网上交易站点部署和利用行
业云提升网上交易行情速度，扩充公
司系统支持客户交易的容量，增强大
行情下的非现场交易处理能力，同时
完善网厅、商城、线上开户等重要线上
业务系统功能，深化重庆和上海“两地
三中心”灾备体系建设，增强交易便捷
性和安全性；制定客户画像体系，在客
户分级分类管理方面更加得心应手。
科技金融大幅增加了西南证券各个营
业网点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也基本
实现了经纪业务的线上化。全年，西
南证券经纪业务新增客户、客户总数、
客户资产以及两融客户等指标均实现
了大幅增长。其中，客户流通总资产
增长 44%，两融日均市场份额增长
16%，“慧投顾”线上投顾平台获评“中
国证券公司杰出财富管理奖”等荣誉。

投行业务方面，依托金融科技手
段加快项目进度和提升项目质量管
控，西南证券率先建立了覆盖所有投
行类业务项目的底稿电子系统，并在
相关行业会议上交流分享了经验。
2020年4月15日，西南证券服务的高
能环境（股票代码：603588）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项目，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
过。据悉，高能环境及其下属子公司
在2020年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参
与火神山、雷神山等多家应急医院建
设，并负责火神山医院医废处置和废
水处理运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和赞扬。

除此之外，西南证券新三板业务
全年协助16家企业完成股票发行，融
资金额排名首次进入行业前十；协助2
家企业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重组金额
排名行业第3位；年内新增挂牌企业8

家，行业排名并列第5位，较2018年第
13位有较大提升；年内督导挂牌企业
192家，行业排名第14位；在主办券商
执业质量月度评测中多次位居行业前
列。子公司西证创新投资的普元信
息、道通科技于2020年初在科创板上
市交易，联赢激光项目科创板首发获
得通过。西南期货2019年首次荣获

“中国金牌期货研究所”称号，并以全
行业第3名的佳绩荣膺大连商品交易
所“十大期货投研团队”。西证国际为
内地、香港、新加坡的4家企业完成港
交所独家保荐IPO，合计募资逾5亿港
元；以中资券商完成独家保荐人完成

数目来看，2019年西证国际位居同业
第2位，成绩骄人。

降本增效夯实内控
强化实体经济服务

2019年，西南证券收入、利润、总
资产、净资产、净资本、每股收益、净
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全面提升的
同时，净利润、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
率等核心财务指标实现3.5倍以上的
增 长 ；而 且 ，归 母 净 利 润 增 幅
359.35%、每股收益增幅350%远大于
营业收入的增幅27.14%；在业绩大幅

增长的同时，西南证券营业支出逆向
降低5.67%，费用率同比减少19.8个
百分点，公司增收节支、开源节流的
举措取得显著成效，经营效率得到进
一步提升。

规范运营助力降本增效。合规风
控是西南证券坚守的底线，通过持续
提升合规运营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内控
管理的能力。在人行重庆营管部
2018 年度反洗钱分类评级中取得
BBB级，西南证券连续两年实现等级
提升。同时，西南证券有序推进落实
全面风险管理，建立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工作机制，将风险事项进行“台账
式、目录化”管理，完善风险处置方案，
确保在压力情景下风险可测、可控、可
承受。

据了解，西南证券全年为境内外
实体经济企业融资逾350亿元。通过
经纪业务、投行类业务、资管业务以及
境内外子公司服务实体经济。其中，
通过IPO、再融资、并购重组、财务顾
问、债券融资等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
约230亿元。西南证券存量资管产品
服务于重庆区域经济的规模约 146
亿，主要投向重庆区县平台、国有企业
及民营企业。子公司西证股权与重庆
两江新区共同设立了规模2.8亿元的
重庆两江西证产业基金，以股权投资
方式推动重庆两江新区及其他区域内
新兴实体行业的发展。西南证券用实
际行动致力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建设。

2020年4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召开第十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
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在上交所118
家会员中，西南证券与国泰君安、华泰
证券、申万宏源、招商证券、中金公司、
中信建投、银河证券共8家当选为第
五届理事会理事。这是西南证券首次
当选上交所理事，也是中西部地区唯
一当选的证券公司。

肩负责任不忘担当
做最有责任心公司

如果说人们看到的成绩是靓丽的
外壳，各项业务的发展是这个外壳的
骨架，那么凝聚在内的责任和担当，则
是这家公司的心脏和灵魂。

2019年西南证券利润分配预案
为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0.8元，占归
母净利润的43.34%。“西牛学院”是国
家级投教基地，作为西南证券服务广
大客户和投资者的重要平台，全年先
后走进68个省市，组织投教活动717
场，制作投教产品2834个，覆盖人数
逾10万人；同时，走进60余所学校共
开展176场以“少儿财商教育”“防范
非法金融活动”等为主题的投教活动；
联合重庆市教委，与重庆大学、西南大
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两所高校开
设金融课程，协同培养金融学专业高
端人才，积极推动投资者教育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西南证券投资者教育基
地荣获“中国区投资者教育团队君鼎
奖”“中国证券公司杰出投资者教育
奖”等8项投教投保大奖。

社会责任方面，西南证券充分利
用绿色债、专项债等工具为贫困区县
企业融资逾17亿元，推荐石柱县的重
庆康旅挂牌新三板。城口县是西南证
券的对口扶贫单位，2015年—2019年
西南证券累计捐赠扶贫项目资金
2560万元，并派驻驻村“第一书记”，
组织动员公司员工向城口县乡村捐建

“爱心公益超市”、开展智力扶贫、消费
扶贫等支持举措。2019年，西南证券
对口的城口县已正式退出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序列。

丁小玲

本报讯 （记者 周松）5月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扫黄打非”
办公室获悉，《重庆市“扫黄打非”工
作举报奖励办法》正式颁布。16类

“黄非”行为可举报，奖励最高可达
60万元。

该办法将16类“黄非”行为纳
入举报范畴，要求举报需要有明确
的举报对象、事实及相关证据，待举
报内容查证属实并依法作出处理后
则会发放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中提到有
四类情形无法获得奖励，分别是：

“扫黄打非”部门工作人员及其委托
代理人或利害关系人的举报；属于
申诉案件的举报；侵权盗版等行为
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的举报；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情况。

办法规定，举报非法出版活动
的线索，按照每案涉及出版物经营
额的2%以内的奖金额予以奖励；
举报非法出版活动的生产、经营和
运输等设备的线索，按每案罚没款
10%以内予以奖励；上述个案奖金
均不超过60万元。其中，不能核实
经营额（违法所得）或经营额（违法

所得）低于5万元的，视案件情况给
予1000元至5000元的奖励；未能
形成罚没款，可按没收设备依法拍
卖所得的5%以内予以奖励，奖金
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标准予
以奖励。

举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
播淫秽色情、新闻敲诈、假新闻、假
媒体、假记者、非法进口境外出版物
等涉“黄”涉“非”问题和线索，形成
行政处罚案件的，则给予举报人
1000元至5000元奖励。形成刑事
案件的，给予举报人5000元至1万
元奖励。

市民可通过发送举报邮件或邮
寄举报材料的方式进行举报。举报
邮箱：cqshdfjb@163.com。举报
地址：渝中区上清寺街道人民路
252号附1号207室。

重庆颁布“扫黄打非”举报奖励办法
16类“黄非”行为可举报 奖励最高60万元

□本报记者 左黎韵

赵长雄做梦也没想到，住了几代人
的老房子竟然被整修成了两层楼的民
宿。他不但没花一分钱，还当起了民宿
股东，可按比例获得效益分红。

这间由农家老屋改建的民宿，位于
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是双龙福农业公
司的项目之一。与普通的农业公司不
同，双龙福公司是由双龙镇20个村（其
中贫困村10 个，非贫困村 10 个）组织起
来，以资产入股成立的农业开发公司。

“我们借助农村‘三变改革’，构建起利益
联结机制，实现集体增收和农民致富双
推进。”双龙福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杨海
说，去年，公司营业额突破100万元，通
过劳务务工、代销农产品等方式，带动当
地村民户均年增收3000余元。

农家土房变身乡间民宿

双龙镇是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这里山高坡陡、产业滞后，而安静
村又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

赵长雄的老房子位于山坡上，属于
C级危房。几年前，乘着脱贫攻坚的春
风，当地政府对村社道路进行拓宽、硬
化，公路直通到赵长雄的家门口。赵长
雄腿脚不便无法下地干活，为了补贴家
用，他寻思着将老房子改造成农家乐。
可政府给予的危旧房补贴款只有1万余
元，要改造个像模像样的农家乐，他至少
还得自掏腰包补贴个万把块钱。“两个孙
娃子都在上学，要一口气拿出这么多积
蓄修房子，实在有些困难。”

正当他一筹莫展时，镇里引入社会
资本，决定在安静村重点发展乡村旅游
产业。做为项目负责人的杨海，一眼就
看中了赵长雄的老房子。杨海努力向
重庆旅投集团争取到100余万元投资，
自己投入10万余元，又说服赵长雄以
宅基地入股，打造出安静村第一家乡间
民宿。

乡间民宿是在赵长雄老屋的基础上
改造而成的，两层楼的土墙房共有4间
套房，每间套房都带有木质阁楼，装潢得
古香古色，房间内暖气、家电一应俱全。

民宿圆了贫困户的“务工梦”

2018年，民宿正式迎客，预计三年
后开始盈利，赵长雄可按照利润的30%
获得分红。赵长雄称，安静村四季皆可
赏景，民宿步入正轨后，餐饮可一口气接
待50余人，满足20余人住宿，按照每年
10万元的纯利润计算，他可获得3万元
分红。

与此同时，民宿还可带动周边贫困
户务工增收。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建
卡贫困户赵本家正在厨房里忙前忙后，
帮着做一些杂活。随着天气渐渐炎热，
来住宿乘凉的游客越来越多，赵本家利
用农闲时间在民宿打工，一个月仅工资
性收入就有2000余元。“在政府的带动
下，我还搞起了脆李种植，民宿离家近，
务工种地两不误。”赵本家说，2017年，
第一批种植的脆李陆续挂果，他成功脱
了贫，但脆李园尚未大面积进入丰产期，

收成不稳定，而这份务工性收入正好为
他脱贫不返贫增添一份保障。

事实上，在安静村，像赵本家这样的
贫困户还有好几户。“旅游旺季，民宿平
均每天需要七八个帮工，如果有贫困户
前来应聘，我们都会优先考虑。”杨海告
诉记者。

抱团销售农产品助农增收

在经营民宿的过程中，杨海发现，除
了欣赏安静村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许
多游客更是冲着绿色无污染的农家美食
而来。旅游旺季时，村里的土鸡、土鸭也
都成了热销单品。

杨海萌发了成立农业公司，让公司
与民宿嫁接，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增收
的想法，而这一想法也吸引了其它几个
贫困村。2018年底，由双龙镇驻乡扶贫
工作队牵头，引入重庆晴朗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出资35万元，双龙镇10个贫困村
和10个非贫困村每村出资3.5万元，组
建了双龙福农业发展公司。

“我们按照‘先体验后购买’的理念，
以民宿为载体，由双龙福农业发展公司

深挖双龙文化，对当地农产品进行品牌
打造及包装销售，以此辐射终端市场。”
杨海说，今年初，受疫情影响，虽然民宿
生意不如从前，但农产品销售却着实

“火”了一把。“疫情期间，我们把从村民
家中收购的甘蓝、蒜苔、萝卜等时鲜蔬菜
组合成‘双龙福’蔬菜包，通过朋友圈进
行销售。仅一个月时间，销售额就突破
10万元。”

村民也从中受益。以赵本家为例，
他在脆李树下套种土豆，过去吃不完的
土豆只能烂在地里，现在农业公司上门
收购，每斤土豆的收购价在1.5元左右，
疫情期间，他套种的3亩土豆就为他带
来2000多元的收入。

在带动村民农产品销售的同时，公
司还利用入股分红，帮助贫困村壮大村
集体经济。杨海说，未来，他们主要着眼
于高端消费市场，借助电商平台、大数据
分析等技术手段，实现农产品以产定
销。而获得的利润则按照每个贫困村占
股3.5%，每个非贫困村占股3%的比例
进行分红，为贫困村长远增收建立稳定
机制。

巫山双龙镇20个村联手开公司

公司嫁接民宿 脱贫道路变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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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下午5点半，曹清尧再次走进

直播间，在直播镜头下，用风趣幽
默的语言讲述历史故事，为荣昌特
色产品代言。“穿夏布袜，做个脚不
臭的人！”曹清尧一句简单易懂的
广告语，立即抓住了网友们的眼
球，并纷纷点赞。“这些产品确实
好，直播价比平时还便宜了一大
截，我刚才已经下了3单。”曹清尧
现场说法，立即赢得屏上一阵阵呼
应“买买买”“买它买它嘿起买它”。

“重报集团开展的这种直播带
货形式非常好！”曹清尧在直播后
接受记者采访说，直播带货既能促
成线上交易，又能拉动线下消费，
是促进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渠道、新
业态，为千家万户所需要的商品打
开了市场。

他认为，在当前疫情防控期
间，直播带货更是加快推进复商复

市的一条好途径。重报集团为荣
昌开展的这次直播带货活动，吸引
了十几万人关注采购，体现出了很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表
示，下一步，他们将与重报直播等
直播平台紧密合作，大力发展线上
消费、直播带货，做大做强“一头
猪”“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等

“四篇文章”。
“‘重报直播-书记带货’项目，

是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
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
之一，是党媒的责任担当！”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管洪说，该项
目以报业集团宣传矩阵为平台，利
用重报上游直播间，以直播的形式
组织农特产品线上销售、发布农产
品供需信息、宣传旅游资源等，助
力各区县克服疫情影响、拓展农产
品销售渠道，确保农业稳定、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

“重报直播-书记带货”让“荣昌制造”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