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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is Report
This report is the seco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published by TF Securities
Co., Ltd. (“TF Securities” or “the Company”), aiming to disclose to stakeholders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and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Company.

Scope of Report

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是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风证券”或“公司”）发布的第二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旨在向利益相关方披露公司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和达到的成效。

报告范围

Scope of organization: This report covers TF Securities Co., Ltd., as the reporting main body,
and its affiliates, TF Innovative Investment Co., Ltd., TF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Group Co., Ltd
and TFTR Investment Co., Ltd.
Reporting period: January 1st, 2017 – December 31st, 2017
Publishing cycle: Annually. The last report was published in June, 2017.

组织范围：本报告以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涵盖旗下子公司，包括天风创新投资有限

About the Figures

数据说明

The figures and case studies in this report derive from the original records or financial reports
of actual operations of TF Securities and its affiliates. The financial figures are in RMB, and
the financial reports shall prevail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warrants that there are no false records, misstatements or major omissions in this
report.
There are no negative records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of TF Securities and its affiliates
in the environmental databases of 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PE) and
Shanghai Qingyue.

Basis of Reporting
This report is prepared based on the Notice on Strengthening CSR Work of Listed Companies
& Issuing Guidelines 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SSE,
Notice on Further Improving Disclosur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form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This report has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I Standards: Core
option.

Publishing Channel
This report is published in Chinese in both paper version and electronic version. You may
download the electronic version from http://www.tfzq.com.

公司、天风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时间范围：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发布周期：本报告为年度报告，上一份报告发布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报告中的数据、案例来自天风证券及其子公司实际运行的原始记录或财务报告。本报告的财务

数据以人民币为单位，若与财务报告不一致之处，以财务报告为准。本公司董事会对报告的内
容进行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报告涉及的天风证券及旗下子公司均已经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和上海青悦环保的环境
数据库检索，于报告期内无环境负面记录。

编制依据

本报告编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 < 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 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
同时，本报告符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GRI 标准）的核心方案。

发布方式

本报告以中文版向社会发布，发布形式分为印刷版和电子版。电子版可在公司网站下载。
（网址：http://www.tfz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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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Chairman

董事长致辞
成长总是伴随着责任，责任也驱使着成长。2000 年到 2017 年，

天风证券从最初的一家营业部发展到百家分支机构，员工从十几人增

长到逾 3000 人，公司从单一的经纪业务发展到全牌照综合型券商，

并渐渐完成全国布局，迈出国际化步伐……天风证券的成长，离不开
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机遇，也离不开对天风灌注热情和希望的伙
伴们。对成长的渴求和责任的驱使，让这个理想主义的企业一直保持
着蓬勃的生命力。

迈过荆棘，不断前进，我们也肩负起更大的责任。2017 年，我

们响应十九大提出的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污染防治和精准脱贫”
三大攻坚战，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号召，正式形成了以“稳健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为基础 , 以“促进经济繁荣、建设美丽中国、

共创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天风责任理念。我们提出“凝聚金融的力量”，
把社会责任牢牢写进企业文化基因，坚定而主动地融入到大的国家战
略中去。

稳健金融，承担经济责任

在防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我们坚守底线思维，持续完善合规风

控体系，在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中获得 A 类 A 级评级。我们积极落实

适当性管理，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持续产出丰富、有趣、优质的投
资者教育内容，被中国证监会授予“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称号。我们深化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能，参与东北振兴，帮助中

小企业融资挂牌，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活水”。我们率先响应金融

Message from Chairman
节约、生态友好的企业和投融资项目，为实体经济的绿色、低碳、可
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我们倡导环境保护理念，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资

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参与沙漠化防治和长江生态保护，以自身
行动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普惠金融，践行社会责任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进一步深化，我们响应金融扶贫倡议，先后结

对帮扶六个国家级贫困县，派驻扶贫工作组进驻贫困山村，研究建立

“券商金融扶贫指数”，依托“资源 + 产业”的扶贫模式，探索多样

抱金融科技，拥抱新经济。

绿色金融，履行环境责任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环境”，我们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道路。

捐资建立国内第一家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成立绿色金融事业部，参
与编制绿色金融指数，参与举办博鳌亚洲论坛绿色金融分论坛，发行

深交所首单国企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我们大力支持环境保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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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 product of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supporting

growth. From 2000 to 2017, TF Securities has grown from one operation offic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ource saving, ecological-friendly companies and

a company with over 100 branches, with total number of employees over 3,000.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projects; these actions aim to push the real economy

The Company has grown from a securities broker into a national comprehensive

towards a green,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advocate for

securities company with full licenses, gradually completed its national business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ximizing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layout and taken the first step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The expansion of T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minimizing pollution.

Securities is not without the industrial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fast-

Participating in the prevention of desertification and Yangtze River ecological

growing national economy, as well as our business partners who display great

protection, we are dedic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with

interest and hope for TF Securities. It is the aspiration for growth and the drive

tangible actions.

of responsibility that have enabled this company of idealism to maintain its
strong vitality.

Philanthropic Finance, Practic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化金融工具与贫困地区深度融合，从小山村、革命老区，到民族地区、

As we plow through obstacles, greater responsibility awaits. In 2017, we respond

deepens, we echo with a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itiative, pairing with six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calling of tacking the three major tasks

state poverty counties, pos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ing groups into deprived

of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 preventing pollution and targeted

villages, exploring for the creation of “Securities Trader Financial Poverty

正驱动力，努力建设平等共创的企业文化，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alling for building a full-on prosperous society. We have

Alleviation Index”. By utilizing a “Resource +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established our CSR concept underpinned by “prudent, green and philanthropic

exploring the potentials of deep integrating financial instruments with deprived

finance” with the goal of “fostering economic prosperity, building a beautiful

regions’ economy, TF Securities personnel are seen in actions for poverty

China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By channeling the power of finance,

alleviation amid small mountain villages, old revolutionary regions, ethnic

we actively and steadfastly integ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o our corporate

minority regions and border regions. We embrace talents as the true driving

culture gene pool and national strategy.

force of value creation, dedicating to an equal and collaborative corporate

边疆地区都能看到天风人扶贫的身影。我们牢记人才是价值创造的真
年轻人创造平等竞争、充分施展能力的舞台，无论他们家境贫寒还是
出身富裕。

如果放在整个社会的进程中来看，天风证券所做的每一件事，都

culture and providing more and more as well as better and better equal playing

显得微不足道，但社会的进步、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正是依靠每一个

Prudent Finance, Taking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fields for young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fullest potentials regardless of thei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financial risks, we adhere to

backgrounds.

实、努力地做事，以社会公民的身份去承担应当的责任，找到自身努

risk management, achieving AA ratings for securities companies. We actively

Viewing from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society as a whole, everything

implement proper management, launch investor education events, consistently

TF Securities does seems trivial. However, is it not the accumulation of individual

produce rich, engaging, and high-quality contents for investor education, and

actions that contributes to resolving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progress of

have been awarded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the honor of

society? “Stepping on stones and leaving prints, catching irons and leaving

“National Education Base for Investors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We further

scratches”, with diligence and earnestness, taking responsibility as a citizen

the function of Finance Serving Real Economy, take part in revitalizing the

of the society, looking for ones’ own source and power for devotion and hard

economy of Northeast China, helping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ssue

work, accompanying growth of customers,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 creating

IPOs, and pumping fresh blood into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 We take

social values, these are some small powers of securities traders, the power of

lead in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Finance Serving New Economy, initiate “New

finance contributing towards the real economy, the power for social good, and

Momentum Plan”, and establish the departments of FinTech and New Economy

are also the vision and culture basis for this company since establishment.

个体和单元一点一滴的积累吗？“踏石留印，抓铁留痕”，认真、踏

力奋斗的根据和动力，陪伴客户成长，服务实体经济，创造社会价值，
这是一家券商微小的力量，是金融向实的力量，是社会向好的力量，
也是这个企业与生俱来的理想和文化根基。

服务新经济，发起“新动能计划”，成立金融科技部和新经济客户部，
主动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推动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拥

Growth runs parallel to responsi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in turn drives forward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bottom-line thinking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ystem of compliance and

Clients. We actively enhance our servi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industri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fully embrace FinTech and new economy.
Green Finance, Fulfill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Yu Lei, Chairman of Tianfeng Securities

“Treating environmental as a living being”,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onating for the first green financ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China; establishing Green Finance Business Unit;
participating in formulating Green Finance Index; co-hosting Bo’ao Forum for
Asia Green Finance Sub-forum; issuing the first state-owned enterprise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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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F Securities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公司介绍

Introduction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或“公司”）成立

TF Securities is a national
comprehensive securities
company boasting all the
licenses for securities brokerage,
financial consulting, securities
underwriting and securities
management, covering business
fields including brokerage,
proprietary business, major
investment banks and assets
management.

于 2000 年，是一家总部设于湖北省武汉市，拥有全牌照的全国性综合类
证券公司。

公司业务涵盖经纪业务、自营业务、大投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

多个领域，利用良好的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和人才战略，在各项业务上
实现稳健发展，着力构建以“财富管理能力”和“大投行服务能力”为
核心，两翼齐飞，双核驱动的国际化综合金融集团。

公司坚持综合证券金融服务战略，根据政策引导，在合规管理前提下，

夯实综合金融服务底盘，持续优化客户需求配置，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综

合证券金融服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注册资本达 46.62 亿元，
总资产 514.98 亿元，员工人数逾 3,000 人，在全国重点区域和城市设有
15 家分公司及近百家证券营业部，综合规模已跃居中等券商行列。

公司大事记

Key Corporate Milestones

关于天风证券

2015年

公司注册地址
迁至湖北武汉

2000年

四川省天风证券
经纪有限责任公
司获准设立

公司分支机
构数量超过
100 家

公司注册资本
增 至 46.62 亿

2008年

ABOUT
TF SECURITIES

2017年

2012年

完成股份改制，更
名为天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完成全
牌照布局

2016年

设立香港子公
司，推进国际化
战略布局

天风证券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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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办公室
风险管理部
合规法律部

监事会
Board of Supervisors

首席风险官
Chief of Risk

合规总监
Compliance General Manager

投行内控部
品牌管理部
行政中心
人力资源部

Oﬃce of Board of Directors

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

Legal Compliance Department

Investment Banking Controlling Department
Br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Administration Center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数据管理部
系统运维部
机构系统部
零售研发部

资产托管部
稽核审计部
账务核算部
资金计划部

运营管理部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董事会

Board of Directors

股东大会

信息技术中心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财务中心
Financial Center
零售业务总部
Retail Business Headquarters

执行委员会
Executive Committee

广西
2

香港（境外子公司）

广东
13
湖南
4

重庆
1

江西
2

湖北
23

福建
2

安徽
3
山东
7

浙江
7
江苏
4

上海
6

天津
1
辽宁
5

吉林
1

产品服务部
营销管理部
信用业务部
网络金融事业部
金融科技部
高净值客户部

Data Management Department

Syste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epartment
Institutional System Department

Retai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Assets Custody Department
Audit Department

Financial Accounting Department
Fund Planning Department

Oper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Product Service Department

Market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
Credit Business Department

Internet Financing Business Unit

Finance Technology Department

High Net Worth Customer Department

Research Institute

研究所

机构业务总部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Institutional Business Headquarters
SMEs Service Center

Assets-backed Securities Headquarters

资产证券化总部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Financing Headquarters

并购融资总部

Fundamental Investment Business Unit

基础投资事业部

Fixed-interest Income Business Unit

定息收益事业部

Wealth Management Headquarters

财富管理总部

Investment Banking Headquarters

投资银行总部

发展战略会委员
Development Strategy Committee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Remuneration and Nomination Committee

上海证券自营分公司

审计委员会
Audit Committee

风险管理委员会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董事会秘书
Secretary of Board of Directors

上海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

Shanghai Securities Proprietary Business Branch
Shanghai Securities Management Branch

Debt Financing Headquarters

债权融资总部

Bonds Business Headquarters

债券业务总部

Green Finance Business Unit

绿色金融事业部
安徽分公司
固定收益总部

Anhui Branch

Fixed Income Headquarters

Beijing Securities Underwriting Branch

北京证券承销分公司

天风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TF Innovative Investment Co., Ltd.
TFTR Investment Co., Ltd.

TF Futures Co., Ltd.

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TF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Group Co., Ltd.

注 1：天风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为天风证券位于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Note 1: TF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Group Co., Ltd. is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TF Securitie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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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分支机构数量及分布
Number of Distribution of TF Securities
Subsidiaries
云南
1
四川
16

河南
1

宁夏
1

北京
3

新疆
1

15

家分公司

89

1

家营业部

家境外子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天风证券分支机构已达到 105 家，包括 15 家分公司，89 家营业部和 1 家境外子公司。

天风证券依托全国超百家分支机构布局，提供立足全球视野、辐射全国范围的综合金融服务。截至

Organization Structure

组织架构

天风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

|

注 2：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 2016 年底发布的《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天风证券按规范对控股子公司进行调整，截至 2017 年底，天风天盈不再为天风证券子公司。

by Securities Association of China. By the end of 2017, "TF Tianying" is no longer a subsidiary of TF Securities.

Note 2： TF Securities reconstructured its holding subsidiaries in accordance to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n Securities Companies Alternative Investment Subsidairies", published in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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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风证券

TF Securities Presence

As of December 31 st , 2017, TF
Securities boasted 105 affiliates,
consisting of 15 branches, 89
offices and 1 overseas subsidiary.

天风布局

About TF Securities

关于天风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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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F Securities

品牌与文化

Brand and Culture
企业文化核心构成
Core Components of Corporate Culture

品牌定位

Brand Positioning
TF Securities is founded on its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fession and is devoted to
pushing forward its expertise
boundaries. Since obtaining a
single security broker license in
the beginning of establishment,
to achieving all license operation
and becoming an integrated
financial service savant in 2012,
through attracting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front-running cuttingedge financial exploration,
TF Securities has never
ceased pursuing 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深谙专业为立身之本的天风证券，对自身专业提升一直不遗余力，无论是人才集聚与培养，还是行业前

端的可行性探索，从创业开始单一的证券经纪牌照到 2012 年完成全牌照布局、成为综合金融服务专家，天
风证券在专业道路上深耕不辍。

企业
氛围

六大准则：

勤奋、团结、坚毅

行为方式

真诚、平等、开放

三条铁律：

成长分享机制

不要混淆个人与集体利益
不要蓄意过失违规
拒绝作风不端正

天风品牌定位：综合金融服务专家
Brand Positioning of TF Securities: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Service Expert

创业在天风

坚持利益分配上
“客户-员工-股东”
的优先序列来分
享企业的成长

共同信仰

价值成长

核心价值观

与客户共生共荣

聚焦客户利益，
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聚焦金融使命，
着眼全局性金融课题

聚焦社会责任，
绘就立体化价值图谱

在财富管理能力和大投行服

勇于承担时代赋予金融机构

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积极

打造以客户利益为核心的综

和大投行能力的协同效应，

建金融科技智库、持续组织投资者

通过四大公理确定和传递企业的基本风格，是一切推演的前提，也是全体员工的共同信仰；

益，全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

行为特征，以公理和价值准则为前提，为全体员工给出具体行动的倡导和建议。

务能力双核驱动之下，着力
合业务体系，解决客户在投
资、融资等全财富生命周期
的需求，提升和优化投资者
的服务体验。

的使命，充分挖掘研究能力

将金融智慧与实体经济相结
合，服务于多层次资本市场

建设，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
应有作用。

践行金融扶贫、布局绿色金融、搭
教育与保护活动、参与各类社会公
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促进
企业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企业文化准则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Culture

核心价值准则源于公理体系，在界定的风格下对公理体系的具体限定给出具象指引；

四大公理

四大核心价值准则

八大行为特征

Four Axioms

Four Core Value Principles

客户价值第一

团队价值高于个人价值

志存高远 心存敬畏

追求成功是一种美德

事实胜于权威

直言不讳 坚韧不拔

人是价值创造的根本
独立与完全责任

值得托付

宽容积极失败

Eight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尊重职业 快速行动
复盘共享 拥抱变革

天风证券将企业文化作为公司的生命线和基础，始终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公司坚持“创业在天风”的企

业氛围，将“与客户共生共荣”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以“价值成长”为公司的共同信仰，与客户、员工、
股东分享企业成长，构建起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体系。

2017 年，为推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天风证券发布《天风企业文化准则》，通过“四大公理”、“四

大核心价值准则”、“八大行为特征”，建立了企业文化的成文规范，更易于员工理解和传播。

《天风企业文化准则》是一套基于天风企业文化衍生而来的文本——我们用不辩自明的公理再现

企业文化的核心坚持；我们用源于公理的定律赋予价值具象指引；我们用公理定律为前提给出具

有操作性的行动倡议和建议。

天风本质上还是个理想主义企业，是一个做事业和创业的地方，而企业文化是我们这群创业者最

大的公约数。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变化，我们对企业文化的坚守只能加强，不能退守。

——摘自天风证券董事长余磊《让企业文化更“接地气”》

10

The Company adheres to the
business atmosphere of “TF
Entrepreneurship”, upholds the
Company core value of “coexiste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with customers”, follows the
common belief of value growth,
shares business growth with
customers, employees and
shareholders, and builds a core
system of corporate culture.

Essentially, TF Securities is an
idealistic entity focusing on
ope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hilst corporate culture is the
greatest common factor of
entrepreneurs. No matter how
the form changes, we should
always strengthen our adherence
to our corporate culture and
never compromise.
- Make Corporate Culture More
Down-to-earth, by YU Lei,
Chairman of TF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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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理念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cept
天风证券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核心理念，依托金融专业优势，形成具有天风特色的责任竞争力，

主动承担经济、环境、社会责任，促进自身和利益相关方可持续发展。公司形成了“决策支持、组织保障、

实施落地”三层级的责任管理与实施体系，每年梳理社会责任履责重点，制定实施策略和推进计划，并推动
相关职能部门将社会责任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决策支持

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
会参与社会责任重大事
项的审议与决策

实施落地

品牌管理部下设 CSR
管理团队负责协调
CSR 日常管理工作

由公司各业务条线
及各职能部门执行
落地

2017 年，公司认真领会十九大精神，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监管部门的最新要求，紧跟《可持续发展报

告标准》（GRI 标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等国内外政策及趋势，结合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的重
点与亮点，构建出具有天风特色的社会责任理念模型。

天风证券社会责任模型以“凝聚金融力量”为核心，以“稳健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为基础，以

“创造、成长、分享”为途径，在推动天风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促进经济繁荣、建设美丽中国、共创和谐
社会的责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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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的社会责任管理

成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l
of TF Securities takes Integrating
Financial Power as the core, the
“prudent finance, green finance
and philanthropic finance” as the
basis, and “creation, growth and
sharing” as the approach, aim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F Securities as well as realizing
the responsibility objective of
promo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and co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稳健金融”加强合规风控，优化客户服务
“绿色金融”减小生态足迹，推动绿色发展
“普惠金融”助力员工发展，深化金融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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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议题识别与分析

Materiality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将履行社会责任与自身金融专业优

势牢牢结合，以“凝聚金融力量”
为核心。

核心层

结合十九大提出的“防

三大攻坚战以及公司在
社会责任方面的重点和

亮点，在经济、环境、

司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群体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通过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公司深入了解各方诉求、
意见和建议，并根据利益相关方关注重点选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议题并设定相应目标，实现社会责任

基础层

与公司日常运营相结合，创造共享价值。

途径层

重要利益相关方和社会责任议题
Major Stakeholder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sues

社会三个层面分别以
“稳健金融、
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为责任基础。

创造：企业氛围——“创业在天风”
成长：共同信仰——“价值成长”

与客户、员工、股东等利益相关方
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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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向
Action
Direction

经济责任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促进经济繁荣
Promo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环境责任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建设美丽中国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共创和谐社会
Co-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实质性议题
Material Issue
• 助推实体经济
• Drive the real economy
• 培育新动能
• Foster new drivers
• 完善公司治理
•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ance
• 倡导绿色办公
• Uphold green office
• 减小生态足迹
• Reduce ecological
footprint

• 深化金融扶贫
• Deepen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 支持公益事业
• Support public welfare
• 鼓励志愿活动
• Encourage volunteer
activity

• 加强合规风控
• Strengthen compliance and risk
control
• 优化客户服务
• Optimize customer service
• 加强投资者教育
• Strengthen investor education
• 探索绿色金融
• Explore green finance

• 保障员工权益
• Safeguard employee interests
• 助力员工发展
• Support employee development

责任理念

客户是我们赖以生存和
客户

员工

三大行动方向
Three Directions

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重要利益相关方

分享：坚持“与客户共生共荣”，

社会责任模型解读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l

责任层面
Responsibility
Aspect

Major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公司高度重视利益相关方沟通，与客户、员工、股东、政府及监管机构、社区及公众、生态环境等对公

范化解重大风险”、“污

染防治”、“精准扶贫”

重要利益相关方识别与沟通

发展的第一资源

人才资源是我们

最核心的战略资源

我们必须为股东
股东

政府及
监管机构

社区及公众

生态环境

创造价值

政府对我们的业务运营
扮演着监管角色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
我们发展的基础

在我们的业务和运营中
融入生态环境理念

沟通与回应
客户服务

反馈与投诉

官网、微信、微博等社会媒体
员工活动
工会沟通
员工培训

员工关爱计划
文化建设

主要关注议题
客户服务

客户满意度

投资者权益保护
投资者教育

客户隐私与数据安全
员工培训与发展
企业文化活动

员工平等机会与多样性
员工职业健康与安全

股东大会

公司经济绩效

投资者沟通会议及调研

公司治理与风险管控

财务报告与业绩报告

合规与诚信

机构考察

合规与诚信

信息披露

服务实体经济

政策执行

社区活动

员工志愿者

慈善公益项目
金融扶贫

责任投资引导
环境保护行动

公司治理与风险管控

The Company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with stakeholders, and
established routin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ith groups with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customers, employees,
shareholders, government
and regulators, community
and the public as well 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an aim of further understanding
stakeholders’ demands,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integrat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o daily
operation and finally realizing
creation of shared value.

金融扶贫

公益与慈善事业

绿色金融
绿色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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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社会责任行动概要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itiative Summary in 2017

实质性议题排序

Materiality Prioritization
2017 年，公司结合国内、

稳健金融

高

国际标准及政策趋势，综合

Prudent Finance

考虑自身战略和运营方向，

启动新动能计划，加强服务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

和期望，识别出 20 个与天风

加快智能化平台建设，优化客户体验，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

以及利益相关方关注的重点

推动东北区域建设，助力小微企业发展，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证券密切关联的实质性议题，

依托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投教活动。

并通过在线调研问卷邀请员
工、客户、股东、政府及监

75,992万元

管机构、媒体、社会公众等

程度进行评价，获得议题实
质性的二维评价，经公司决
策层及外部专家讨论，最终
确定实质性议题的排序。

高实质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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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

√

2. 投资者权益保护

√

√

3. 客户满意度

√

4. 客户服务

客服呼叫中心收到致电
Calls Received by Call
Center

投资者教育活动
Investor
Education Activity

821,461 人次
投资者教育活动覆盖人群
Total Number of People
Covered by Investor
Education Activity

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建院一周年发布多项成果，构建产、学、研全流程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

客户

√

16 项

Green Finance

公司外部边界

1. 合规与诚信

零售客户总数
Total Retail Customers

45,386通

绿色金融
对天风证券的重要性

公司
内部
边界

405,157户

利润总额
Gross Profit

利益相关方对议题的重要性

对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

In 2017, based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policy
trends, Company’s own strategy
and operation direction as well
as concerns and expectations
of stakeholders, the Company
identified 20 material issues
closely related to TF Securities,
and invited stakeholders to 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ssues via
online survey. After discussions
between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and external experts,
the prioritization of material
issues is finalized as below.

社区

中实质性议题

高

公司
内部
边界

10. 客户隐私与数据安全

√

11. 公司治理与风险管控

√

√

12. 员工职业健康与安全

√

√

√

13. 企业文化活动

√

5. 金融扶贫

√

√

√

14. 公司经济绩效

√

6. 绿色金融

√

√

√

15. 绿色运营

√

7. 投资者教育

√

√

√

16. 员工平等机会与多样性

√

8. 服务实体经济

√

√

17. 公益和慈善事业

√

9. 员工培训与发展

√

18. 金融科技创新

√

√

19. 行业研究能力

√

√

20. 价值链管理

√

√

√

供应商

新建办公大楼积极推进节能环保制度，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6份

公司外部边界
客户

发挥资本中介对于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大力支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良好的企业和投融资项目。

社区

绿金院发布研究报告
Research Reports Issued by Green
Finance Research Institute

13 亿

绿色债券发行
Green Bonds Issued

4,048 次

视频会议次数
Number of Video Conferences

2,072公斤

办公用纸回收量
Recycled Office Paper

普惠金融

√

Philanthropic Finance
先后结对湖北房县、四川苍溪县、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湖北神农架林区、宁夏盐池县及湖北利川市

6 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房县为深度贫困县），持续关注帮扶湖北武汉将军山村、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贵州雷山县等贫困地区。
√

与 29 家贫困县企业签署“一县一企”结对帮扶协议，提供全方位综合金融帮扶方案。

建立“券商扶贫绩效评估体系”（简称“券商金融扶贫指数”），为扶贫决策和考核提供依据。
建立员工培训计划和发展体系，启动“星云”人才培养计划，助力员工职业发展。

√

连续两年参与“拯救江豚，留住长江的微笑”公益筹款，积极投身环境保护事业。

1,018 万元

√

√

公益捐赠
Charitable Donation

6个

“一司一县”结对帮扶地区
Paired Aid Regions of the
One Company One County
Program

24.22亿元

协助贫困地区融资
Assisting Financing for
Deprived Regions

24,980人次
员工参与培训
Training Participation

76 小时

人均培训时长
Average Training 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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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Building a new path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by Four-in-One Project

天风证券扶贫概览

TF Securities Poverty Alleviation Overview
宁夏盐池县

Yanchi County, Ningxia

四川苍溪县

Cangxi County, Sichuan

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Shennongjia Forestry District, Hubei

湖北房县

Fangxian County, Hubei

湖北将军山村
General Hill, Hubei

贵州雷山县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Leishan County, Guizhou

Sichuan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一司一县”结对帮扶
Paired Aid of One Company One County Program

湖北利川市

Lichuan City, Hubei

持续帮扶区域
Continuous Aid

2017年天风证券扶贫大事记

专题 :“四位一体”
金融扶贫新路径
FEATURE: BUILDING
A NEW PATH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BY FOURIN-ONE MODE

2017 TF Securities Poverty Alleviation Milestones
2017.2

• 天风证券房县“一司一县”金融扶贫工作站揭牌成立。

2017.3

• 与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签订“一司一县”结对帮扶协议；
• 成功推荐四川甘孜首家新三板企业挂牌。

2017.4

• 帮助四川布拖县瓦沟村幼儿园进行教学设施改善和校舍的
升级改造。

2017.5

• 与湖北神农本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房县天龙石墨碳业有
限公司、湖北星源科技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签订帮扶合作协议。

2017.6
天风证券帮助湖北将军山村规划建设的柿子谷

18

湖北神农架林区

Xinjiang Balikun Kazakh Autonomous County

• 与武汉大学中国减贫发展研究中心举办“资本市场助力脱
贫攻坚研讨会”。

2017.12

• 与苍溪天府猕猴桃交易中心签署“一县一企”帮扶合作协议；
• 发行全国首单信托助农 ABS 项目“天风证券 - 云信农分期
一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17.10

• 荣获“‘社会价值共创’企业精准扶贫案例典范奖”。

2017.9

• 与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签署“一司一县”结对帮扶合作协议；
• 与贫困县企业星源悬架签署“一县一企”结对帮扶协议。

2017.7

•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金融扶贫 用好资本的力量”
为主题采访天风证券；
•《人民日报》刊发天风证券董事长余磊文章《中国道路中国
梦·开拓金融扶贫新路径》。

19

专题 :“四位一体”金融扶贫新路径

|

Feature: Building a new path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by Four-in-One Mode

People's Daily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The Chinese Path and the
Chinese Dream • Exploring a New Path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by YU
Lei, Chairman of TF Securities

《人民日报》刊发董事长余
磊文章《中国道路中国梦 •
开拓金融扶贫新路径》

精准扶贫项目荣获“
‘社会价值共创’
案例典范奖”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won “Co-creating Social Value Model
Case Award”

2017 年 10 月 17 日，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等

单位共同举办的第二届“αi 社会价值共创”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卓越案例颁奖典礼在复旦大学管理

“金融扶贫是输血的过程，也

学院举行。天风证券凭借“一司一县”金融扶贫

是造血的过程，但一定要配对‘血

型’。在实践中也发现，一些企业
满怀责任感地投身到扶贫中去，却

因为自身的主营业务和当地的相

关度并不高，即便很积极、投入大，

项目与将军山村产业扶贫项目，从 100 余个申报
企业中脱颖而出，荣获“‘社会价值共创’企业

天风证券精准扶贫案例展示
Exhibi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se
Studies of TF Securities

精准扶贫案例典范奖”。

效果往往一般。金融扶贫要充分发
挥资本的力量，而金融企业是否具

有长远眼光、能否与当地实情相符、
可否既做存量又做增量、能否秉承
“分享 + 成长”的理念与当地一起

发展？这些问题更值得一个负责任、
有公共精神的企业深思。”

——董事长 余磊

Interview of TF Securiti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apital in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by CCTV Xinwen
Lianbo Program

颁奖典礼现场
Award Ceremony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金融扶贫
用好资本的力量”为题报道天风证券

2017 年 7 月 16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金融扶贫 用好资本的力量”为主题，围绕在

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引导之下，贫困地区如何拓宽融资渠道、撬动产业发展，资本市场如何发挥资
源优化配置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专题报道。天风证券为节目中唯一受邀
接受采访的券商代表，分享公司响应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总体部署，在金融扶贫领域主动创新、积
极行动的经验与成果。

金融扶贫模式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十九大报告明确做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

会”的庄严承诺。天风证券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与六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一司一县”结对帮扶行动，

并持续关注帮扶湖北将军山、四川甘孜等贫困地区发展，同时与多个贫困县企业签署“一县一企”帮扶协议，
深化精准扶贫。

公司成立由公司董事长担任组长的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公司金融扶贫工作管理机制。公司在品

牌管理部下设金融扶贫管理团队，专人专岗负责天风证券金融扶贫工作的日常管理，同时建立了扶贫工作日
常汇报机制，向国务院扶贫办、证监会、证券业协会、公司员工及公众汇报公司扶贫工作进展，并做好宣传
引导工作，以营造脱贫攻坚的良好舆论氛围。

20

TF Securities integrates resources
of the Company and the aiding
regions, with both “financing
capital and intelligence” for
enterprises in the aiding regions
via industry support and think
tank introduction, establishing
a three-dimensional aid model
integrating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consump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lligenc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harity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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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贫管理机制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Consump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in Fangxian County

助力房县消费扶贫
作为鄂西北最大的耳菇集散地，房县是国家、湖北

决策支持

组织保障

实施落地

公司设立金融扶贫

由公司分管领导牵

由公司扶贫工作小组

战略决策。

扶贫日常管理。

务条线及职能部门

营造脱贫攻坚的良好

管理团队负责金融

头 负 责， 推 动 各 业
推进金融扶贫项目。

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香菇、木耳等食用菌系列产品及其

宣传引导

公司执委会参与制
定金融扶贫方针等

省农产品出口基地县，年交易量近万吨。房县瑞丰食品

他地方特产的公司，
其生产的
“房县黑木耳”
和
“房县香菇”

获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资格。经过天风证券牵线，

负责扶贫宣传引导，

瑞丰食品的小花菇和黑木耳，登上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络

氛围。

消费扶贫平台，面向全国用户，公司获得逾三十万元销
售额。

在扶贫过程中，公司整合自身资源和扶贫地资源，通过产业扶植和智库导入，为贫困地区企业“融资 +

除了瑞丰食品，天风证券还将房县当地的特色产品

融智”，并通过公益帮扶及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区域脱贫，逐渐建立了产业扶贫、消费扶贫、智慧扶贫

和公益扶贫四位一体的立体化帮扶模式，从多维度促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公司还依托国内一流的研究

所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优质的研究支持、金融工程和数据挖掘，注重扶贫造血，为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
支持，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四位一体”立体化帮扶
• 在湖北房县和四川苍溪设立“一司一县”金融扶贫工作站，全面对贫困地区政府
及企业金融需求，同时提供专业、优质、丰富的金融产品及服务；

• 与贫困县企业星源悬架有限公司、利川飞强茶业、神农架百草园生态科技、苍溪

产业扶贫

天府猕猴桃交易中心等 29 家企业签署“一县一企”结对帮扶协议，累计融资逾 50
亿元；

• 推荐四川甘孜首家新三板企业康定金鑫矿业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 发行国内首单信托助农 ABS 项目“天风证券 - 云信农分期一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募集规模为 1.51 亿元；

• 在湖北省将军山村援建年产蛋 100 万枚的五黑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和 165 亩优质
红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

消费扶贫

智慧扶贫

• 帮助房县特色农产品小花菇和黑木耳登上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络消费扶贫平台，销
售额逾 30 万元；

• 帮助将军山村绿壳蛋、利川红茶、神农架蜂蜜、苍溪猕猴桃、盐池黄花菜等贫困
地区特色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销售额约 134 万元。

• 主办“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研讨会”，用科研带动扶贫实践；

房县黑木耳、小花菇等农产品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Jew's Ear and
Mushrooms in Fangxian County

RMB 150 Million Invested in
General Hill Poverty Alleviation

黄酒、木耳、花菇等上架网络消费扶贫平台，组织推广

宣传和消费认购，利用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平台，协助

拓宽房县农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当地农户产品销路问题。

投入 1,500 万元开展将军山产业扶贫

将军山村位于湖北省重点贫困乡镇徐古镇，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是武汉市最边远、海拔最高

的村子。2015 年开始，天风证券扶贫工作组来到将军山村，先后累计投入 1,500 万元在将军山开展
产业扶贫。

天风证券与将军山村村委会、村民合作，在当地设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林下经济。公司

为将军山村引进了经济价值较高的五黑鸡养殖技术，购买万羽鸡苗，免费发放给村民领养，还结合

当地土壤条件，在山间种植优质红心猕猴桃，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公司还联系武汉农畜产品交易所，
打通线上线下蛋禽销售渠道，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为村民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另外，公司帮助将
军山村改造电网，疏通山路，修建了 13 公里的新路基，实现将军山全村通电和“湾湾通”。

2017 年，天风证券帮助将军山村建成了年产蛋 100 万枚的五黑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和 165 亩

优质红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创造工作岗位近百个，实现 47.37% 的村民返乡就业，贫困村民人
均年收入由 3,000 元增长至 11,000 余元。

• 利用大数据和数据型组织技术，探索建立“券商金融扶贫指数”，为扶贫决策和
考核提供依据。

• 联合江油市政府开展帮扶捐赠，为布拖县瓦沟村幼儿园捐赠价值 10 万元的资金，
用于幼儿园教学设施改善和校舍升级改造；

• 举行补洛乡尾什沟村幼儿园帮扶捐赠仪式，向尾什沟村幼儿园捐赠 12.67 万元改

公益扶贫

造资金用于教学硬件改造；

• 帮助湖北省将军山村修建 13 公里新路基，改造电网，实现“湾湾通”和全村通电；
• 赴湖北省房县开展公益扶贫志愿服务调研活动，走访贫困家庭并看望当地贫困学
生；

• 捐资 100 万元，发起设立四川省欣鑫基金会，用于救助帮扶因灾致贫、因病致贫
的贫困群体。

22

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
Kiwi Plantation Demonstration Base

五黑鸡养殖示范基地
Kalij Pheasant Breeding Demonstration Base

23

专题 :“四位一体”金融扶贫新路径

|

Feature: Building a new path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by Four-in-One Mode

金融扶贫 发挥特长

Utilising Company’s Advantage in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2017,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tations of the One Company
for One County Program in deprived
regions such as Fangxian County in
Hubei and Cangxi County in Sichuan,
to fully address the financial service
requirement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by provid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diversified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扶贫指数课题研究

Poverty Alleviation Index Research

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天风证券积极整

合公司内外部资源，融合多种金融工具，探索建立

具有天风特色的金融扶贫体系。公司制定了《天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贫困地区分支机构扶贫专项费用

管理办法》，设立扶贫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公司结

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对帮扶地区相关分支机构推进“一司一县”帮扶项目。

2个

公司还派出金融专家在贫困县挂职，派驻金融业务
人员入驻企业，开展资本市场知识培训和投资者教
育活动，普及金融知识，帮助贫困县企业培养金融
人才。

一县一企
帮扶企业

2017 年，公司在湖北房县、四川苍溪县等贫困

县建立“一司一县”金融扶贫工作站，以金融扶贫

工作站为支点，全面对接贫困县政府及企业的金融

服务需求，提供专业、优质、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脱贫关键在于精准，

利用标准化参数，是金

结对帮扶
贫困县

29

个

与房县星源悬架签署“一县一企”帮扶协议
Signing Paired Aid Agreement with Xingyuanxuanjia Co.,Ltd.

3个
扶贫
工作站

6个

融精准扶贫的科学支撑。
天风证券联合多所高校

社会公益
投入

与科研机构探索建立的

4000

“券商扶贫指数”，是

万元

天风金融
扶贫绩效

55

产业

个 扶贫项目

TF Securities Financial
Poverty Allievation
Performance

51
亿元

一 套 以 48 项 指 标 组 成

12个
公益
扶贫项目

的评价体系。它的建立
是以贫困地区扶贫项目
库为基础，围绕地方优

势产业和龙头产业，结

合扶贫政策和企业需求，
利用统计学原理的科学

分析，以寻找金融扶贫
的关键点，并提供标准

贫困地区
融资总额

化扶贫参考与监测、评
估扶贫效果依据。

2017 年，天风证券以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脱贫攻坚等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专项评价指标体

系”为基础，开展证券公司扶贫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该体系由帮助贫困地区融资情况、结对帮
扶贫困县情况、扶贫公益支出情况、引导产业企业参与扶贫情况、扶贫工作社会认可状况、服务国

家绿色发展和创新创业战略情况等六项一级指标构成，确认了指标的权重和具体计分方法，构建了
证券公司扶贫等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评价指数。

扶贫指数课题四大特点
Four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dex

与神农架林区签订帮扶协议
Signing Paired Aid Agreement with Shennongjia Forestry District

The first agriculture-aid ABS issuing
approved

国内首单信托助农 ABS 获批发行

2017 年 12 月 28 日，由天风证券担任计划管理人和销售机构的“天风证券 - 云信农分期一号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正式发行。该项目计划规模为 1.51 亿元，是国内首单获批的信托助农 ABS 项目。
“农分期”是一款根据具体消费场景提供支农扶农贷款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产品，所发放贷款全

部用于支持农户购置农业机械设备和农业生产物资，在当前农村信用环境相对缺失的情况下为农民

将通过资本市场

根据不同规模证券公司

实现评价指数与中国证

导证券公司到深

融资放在重要位

力，引入企业规模修正

完全衔接，评价指数取

区 倾 斜 系 数， 引

度贫困地区开展
扶贫工作。

帮助贫困地区

置，体现证券行
业的特殊性。

在不同指标上的得分能

系数，使中小公司获得
平等评价的机会。

监会分类评价加分项的
值范围为 0-1，分类评
价最高加分为 1 分。

对扶贫成果进行评估考核是激励扶贫主体投身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脱贫攻坚实效的

开辟了相对高效率、低成本的融资渠道。该专项计划将扶贫助农与资本市场进行了有效融合，支持

可靠抓手。天风证券扶贫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设立，为完善“证券公司脱贫攻坚等社会责任履行情

款的主体，构造了封闭的现金流，实现了风险隔离，有效控制了产品风险。

业深入开展精准脱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农经济的发展。同时，项目以“农分期”产品的信托受益权作为基础资产，云南信托作为放款收

24

设计深度贫困地

况专项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参考，为证券公司参与脱贫攻坚提供精准指导，对于证券公司及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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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uguration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tation of the One Company One County Program
in Fangxian County in Hubei

房县“一司一县”金融扶贫
工作站揭牌成立

2017 年 2 月 22 日，天风证券房县营业部开业典礼暨房县“一司一县”金融扶贫工作站揭牌仪

式在房县举行，房县金融扶贫工作站的设立是天风证券在房县建立长效帮扶机制的重要举措，也标
志着公司与房县开展的“一司一县”结对扶贫行动迈出了坚实一步。

扶贫工作站深入房县各级乡镇，大力开展投资者教育与保护活动，通过线上多渠道的宣传和线

下活动向贫困地区的民众普及投资者保护理念，倡导理性投资，配合政府打击农村非法融资和金融

诈骗。此外，天风证券还在房县持续开展资本市场知识普及和金融业务专项培训，以协助房县培养
专业金融人才，为房县经济的长久发展贡献力量。

2017 年天风证券精准扶贫成效

Achievements of TF Securitie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2017
2017 年公司扶贫项目开展及投入情况
Implementation and Invest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of the Company in 2017
指标
Indicator
金融扶贫总体情况
Overview

产业扶贫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一县一企”结对帮扶
Paired aid of the One County One Company
program

房县首期金融知识暨资本市场建设专题讲座
The First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Capital Market
Construction Lecture in Fangxian County

Recommended the first enterprise in
Ganzi Sichuan to go public in NEEQ

Taking advantage of its financial
expertise, the Company focuses
on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enterprises in deprived counties
including financing difficulty
and limited financing channel,
injecting development vitality via
public listing and bond issuing
recommendation, in order to help
enterprises thrive and boos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deprived
regions.

房县营业部开业典礼暨房县“一司一县”金融扶贫工作站揭牌仪式
Inauguration of Business Office of TF Securities and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tation of the One Company One County
Program in Fangxian County in Hubei

推荐四川甘孜首家新三板企业挂牌

2017 年 3 月 9 日，由天风证券成功推荐的康定金鑫矿业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中心成功挂牌。

金鑫矿业的注册地址甘孜州康定市是位于四川藏区的国家级贫困县，主要从事黄金采选、提炼

及销售，此次挂牌是四川甘孜首家新三板企业挂牌，也是天风证券在金融精准扶贫、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方面取得的又一项重要进展。

天风证券按照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的要

求与指示，认真履行金融机构职责，严格高效地完成了对企业的尽职调查，为其成功登陆新三板奠

支持贫困地区企业融资
Financing aid for enterprise in deprived
county
消费扶贫
Consump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结对企业数量
Number of pairs

项目个数
Number of projects
融资总额
Total financing

消费扶贫上架农产品种类
Variety of on-shelf produce

消费扶贫农产品销售金额
Consump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duce sales

智慧扶贫
Intelligence Poverty Alleviation

建立个数
Workstations

金融扶贫工作站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tations

资本市场专项培训 / 投资者教育培训
Special capital market training/Investor
education training

在产业扶贫方面，公司将推进“一县一企”结对帮扶工作，帮助贫困县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服务。公司还

计划在利川等贫困县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用基金引导贫困县产业转型升级；在智慧扶贫方面，公司将继续以
贫困县金融扶贫工作站为主体，协助贫困县政府开展投资者教育、资本市场培训等活动，为贫困县经济的发
展奠定良好基础；在消费扶贫方面，公司将持续帮助房县等贫困县企业对接互联网市场，组织推广宣传和消
费认购，拓宽当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当地农户产品销路问题；在公益扶贫方面，公司将重点关注贫困县
重大事件、就业创业、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通过捐助物资、发动众筹项目等形式，为贫困地
区提供公益帮扶。

挂职干部数量
Temporary managing post

公益扶贫
Charity poverty alleviation

贫困县基础设施改造
Basic infrastructure reform in povertystricken provinces
公益扶贫志愿服务
Charity poverty alleviation volunteer service

8个
24.22 亿元
RMB2.422 billion

164 万元
RMB 1.64 million

发事业的服务功能方面的重要举措。

扶贫“四位一体”帮扶模式，带动地区贫困群众精准脱贫。

29 个

18 种

“金融扶贫指数”研究投入金额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dex research investment

业与当地经济进入良性快速发展轨道，解决当地员工就业及脱贫致富，发挥资本市场对国家扶贫开

31 个

3个

定了良好基础。金鑫矿业的挂牌上市，也是公司积极引导促进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动企

未来，天风证券将深化在六个贫困县的结对帮扶工作，继续推动产业扶贫、消费扶贫、智慧扶贫和公益

26

贫困地区新三板挂牌项目
NEEQ listed enterprise in deprived region

涉及地区范围
Number of regions

数量及开展情况
Number and
Implementation

3个

投入金额
Investment

165 万元
RMB 1.65 million

开展次数
Session

13 场

影响人数
Impact

50 万
RMB 0.5 million

46,500 人

干部人数
Number of posts

1人

投入金额
Investment

82.67 万元
RMB 826,700

投入金额
Investment

受益人数
Beneficiaries

175 万元
RMB 1.75 million
3,8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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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Serving new economy by New Driving Force Program

专题：“新动能计划”
金融服务新经济

FEATURE: SERVING
NEW ECONOMY BY
NEW DRIVING FORCE
PROGRAM

布局新经济领域

Developing New Economic Fields
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经济产业蓬勃发展。区别于传统经济，新经济不仅包含“互联网 +”、
物联网等新兴产业，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

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

造提升传统动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作为一家着眼长远的企业，天风证券紧跟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趋势，提出“新动能计划”。公司在

战略客户总部下设立新经济客户部，配备专业的新经济业务团队，积极整合公司内外部资源，为新经济客
户提供资产证券化、专业并购咨询和财务顾问、产业资金募集等专业服务，旨在运用多元化思路、多元化

手段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新经济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公司在零售业务总部下设金融科技部，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运用，并加强合规人员及合规技术的投入，全面提升对客户的智

Closely follow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economic trends,
TF Securities launched the “New
Driving Program”.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the new economy
customer department to actively
integ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nd provide new
economy customers with ABS,
professional M&A consulting,
financial consulting as well as
industry-fund-raising service.

能信息服务，提升数据和信息的及时度、准确性和安全性，形成了“以客户为中心”、“以合规为目标”

金融科技服务场景。2017 年，公司自主研发搭建移动证券技术框架，推出公司移动证券 APP“高财生”，
加强对客户投资能力的培养，主动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拥抱新经济，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为新兴产业注入新动能

Injecting New Driving Force to Emerging Industry
信息化是新经济的技术基础，信息革命带来的产业升级改变了传统的行业生态和发展模式，提升了信

息传递效率，为新经济带来不竭动力。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催生了消费金融、智慧零售等新模式、新业态，推动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多领域的升级，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作为新经济产业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天风证券积极助力互联网、区块链等
新兴技术的研究及实践，为新兴产业注入新动能。

Issued “Baidu Umoney - TF Securities
Phase I Special ABS Program 2017”

发行“百度有钱花 - 天风 2017 年第一期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金融与互联网的快速融合使得消费金融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风口，开启了新型的消费方式。除

了传统的信用卡、车贷和房贷等消费业务，消费金融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衍生出
教育贷、旅游贷等一系列新兴消费金融产品。

2017 年 8 月，由天风证券担任计划管理人和销售机构、百度金融旗下重庆百度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担任原始权益人的“百度有钱花 - 天风 2017 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募集成立，产品发行
总规模 6.5 亿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发行并进行交易，创同期发行成本最低。作为百度金融旗

下消费信贷品牌，“百度有钱花”借助大数据、智能风控等创新科技方式开展教育贷业务，业务范
围涵盖语言、IT 技能培训、MBA 学历教育等，旨在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高效便捷的消费金融贷款。

“百度有钱花”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成功发行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为开展教育贷业务、

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是天风证券服务新经济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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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d the first exchange ABS using
block chain technology

发行国内首单
运用区块链技术的交易所 ABS

为先进制造业注入新动能

Injecting New Driving Force to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先进的智能制造技术是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促进传统产业加快升级的动力，大力培育和发展智能制造装

区块链技术作为独立的底层数据存储和验证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实现信息的

备产业对于提高我国制造业整体实力，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过程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具有重要意

助第三方信用中介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活动，降低资产转移成本，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天风证券对区

划（2016-2020 年）》、《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等一系列推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政

安全性和准确性。随着区块链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金融交易双方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在无需借
块链技术给予高度重视，通过推动区块链技术在资产证券化领域的落地，积极推进区块链在金融领
域的探索和实践。

2017 年 9 月，由天风证券担任计划管理人的“百度 - 长安新生 - 天风 2017 年第一期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成功发行，成为国内首单运用区块链技术的交易所资产证券化产品。项目搭建了区块链
服务端并引入了区块链技术，天风证券作为项目的重要参与方与百度金融、信托机构等构成了项目

义。近年来，国家对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发展规
策相继出台，促进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天风证券积极响应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发展先

进制造业”要求，积极推动以智能制造、工业制造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发展。2017 年，天风证券通过提供专
业财务顾问、帮助企业募集资金等形式，为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推动制造业
转型升级。

TF Securities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roposed i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industry, represented
by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的联盟链。

区块链技术的介入提高了对基础资产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能力，有效解决了消费金融项目开展过

程中存在的消费金融类资产信息披露不充分、投资人缺乏有效途径获取详细信息、存续期内无法实
时监控资产变化情况等问题，极大的推动了消费金融等新经济模式发展。

Joint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ith Yinyi Group

携手银亿股份跨境并购

2017 年 6 月，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对全球领先的汽车自动变速器制造商比利时邦奇集团

相关资产的收购。天风证券作为此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对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和相
关资料的核查，并做出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银亿股份作为一家以“房地产业 + 高端制造业”双主业共同发展的企业，此次收购坚定银亿股

份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方向，对全球龙头企业的并购，也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并购制高点，对于我国
企业大举进军全球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意义重大。汽车工业是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制造业基础产业

之一，而汽车零部件产业作为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对汽车工业发展具有极大推动作用。天风证券
借助自身专业优势，为汽车制造业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促进汽车制造业技术升级，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

TF Securities black-chain research
awarded“2017 Outstanding Project“by
The Securities Association of China

天风证券区块链研究获评中证协
2017 优秀课题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 2017 年重点课题研究优秀课题报告评选结果公示》名单，由天风证券联

合武汉大学法学院、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共同立项的《区块链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关键应用与监管研
究》重点课题，获评为中国证券业协会 2017 年优秀课题报告。

区块链作为金融科技的前沿技术，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是行业公司和监管机构非常关注的方向。

一直以来，天风证券集合优势力量，联合多家业界领先机构，紧密围绕国家政策导向和监管要求，积
极推进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探索和实践。

此次从全行业 147 项课题中脱颖而出的区块链研究课题，也是证券行业内首次全面梳理和分析区

块链应用的课题，在技术分析、应用案例和应用前瞻等方面组织了严谨的研究，就应用模式与监管策
略向监管机构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方案和建议，得到了协会课题评审专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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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investment in EDER Medical
Equipment,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领投轶德医疗助力先进制造

随着基础工业的进步，高科技化的医疗设备已成为医师提高技术和提高治愈率的必备工具，显微

手术作为临床治疗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手术显微镜的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上海轶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轶德医疗”）主要从事外科手术显微镜、实验室显微镜和显微手术周边配套系统等专业

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备集光学设计、机械零部件生产及电子控制为一体的精密仪器制造能力。
2017 年 5 月，轶德医疗宣布公司完成新一轮定增，共募集资金 1,619.10 万元。作为项目的重要

参与者，天风证券的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此次定增进行了领先投资，并
给予战略、人才、技术、渠道等多方面的产业资源支持，为轶德医疗智能化外科手术显微镜的研发和

推广提供保障，进一步巩固轶德医疗在医疗器械方面的领先地位，同时为医疗领域先进制造技术的发
展提供动力，对于推动新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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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dent Finance Promo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公司治理规范有序

公司治理规范有序

助力实体产业发展
高质量的客户服务

致力投资者教育与保护

Standardized and Ordered Corporate Governance
完善公司治理体系

Improv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运作，不断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按照上市公

司标准，公司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治理架构，各层次在职责
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保障公司经营管理规范有序。

公司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发展战略委员会 4 个专门委员会，

并制订和修订了 4 个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明确了其权责范围和工作程序。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为
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咨询意见，保障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性。

公司董事会由 14 名董事组成，其中女性董事 2 名，独立董事 5 名。公司独立董事的专业和背

景涵盖金融、会计、法律等多个领域，能够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的专业角度对公司的风险管理、

财务审计、内部控制以及公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持，对公司完善和健全治理结构以及

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set up 4 special
committees including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audit
committee, remuneration
& nomination committe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committee, and formulated and
amende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Special Committees of Board
of Directors, which defined their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and
work procedures.

2017 年，公司召开股东

大会 7 次，董事会 13 次，风

稳健金融
促进经济繁荣

险管理委员会 3 次，薪酬与
提名委员会 4 次，审计委员
会 3 次，保证了重大决策的

科学规范，并切实维护了广
大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PRUDENT FINANCE
PROMO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天风证券 2017 年股东大会现场
TF Securities 2017 General Shareholder Meeting

投资者关系

Investor Relations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公

司制订了信息报送及披露相关办法，由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的管理工作。

在日常沟通方面，公司建立了完备的定期沟通机制，通过移动互联网、年度现场股东大会等定期向股东

汇报公司的经营状况，持续推介公司投资价值。2017 年，公司接待股东来访约 55 次，回答股东咨询约 500 次，
有效提高股东及投资者对公司的参与度，确保经营的公开透明。

天风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2017 年度投
资者教育与保护系列活动”颁奖大会上分
享公司投教工作的经验

32

公司制定了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各业务条线均安排“第一责任人”与“指定对接人”，全面配合公司

层面各项信息披露工作，提升信息披露工作效率，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无报错补正情形发生。
2017 年全年，公司对两会、两所、货币网等监管系统及湖北监管局各项信息披露工作均及时准确完成，实
现信息披露零差错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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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规范有序
助力实体产业发展
高质量的客户服务

致力投资者教育与保护

合规风控管理体系

Compliance and Risk Control System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supervision management system
consists of three departments,
legal compliance department,
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audit department, which a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lifecycle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feedback of internal control of all
business areas, departments and
main functions.

公司秉持稳健的经营风格，高度重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工作，严格遵守《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

管理条例》、《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依据监管要求及公司

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并持续完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实现业务发展和规范运作的融合、一线风
险管控与专职风险管控部门的融合、前后台部门之间的融合，不断提升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

公司的内部控制监督管理体系由合规法律部、风险管理部、稽核审计部三个部门组成，主要对公司各业

Training on Compliance of Investor
Eligibility Management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合规培训

2017 年，公司严格按照《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证券期货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要求，开展适当性管理的落实工作。为强化公司各业务条线对适当性管理

的认识和理解，解答各部门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落实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疑惑，2017 年 5 月 15 日，
公司开展了合规专项培训系列第三期“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合规培训”，零售业务主管部门、

务领域、相关部门和主要岗位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予以监督、检查、反馈，并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各个

分支机构及各业务条线的相关人员共 240 余

环节。对于各子公司、分支机构以及各部门的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工作，公司明确了风险管理工作的第一责

人参与培训。

任人，制定各子公司、分支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并持续落实，为公司整体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

培训对落实适当性管理的重要意义、
《适

基础。

当性管理办法》出台背景及重要条文进行解

公司高度重视合规文化培养，除定期进行的校招培训、社招培训中嵌入合规培训内容外，公司从 2017

年 4 月开始，平均每月进行 1 期专项合规培训，并多次聘请外部专家授课，极大提升了合规宣导效果。

Special Training on Compliance
Management

读，结合行业内典型处罚事项进行案例分析，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合规培训现场
Site of Training on Compliance of Investor Eligibility Management

有效加强相关部门对于适当性管理的认识，

In 2017, TF Securities was rated
Class A in Category A under
the classified evaluation of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the first time for TF
Securities to enter Category A
since the release of new classified
regulations of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demonst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compliance management and
risk control of the Company.

促进公司《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落实。

合规管理专项培训

2017 年 6 月 6 日，
证监会发布了
《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

法》），为确保《办法》的贯彻落实推进，2017 年 6 月 29 日，公司组织合规专题培训，公司各业
务部门、中后台职能部门、分公司、子公司负责人及合规管理人员近百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紧密结合监管导向，对《办法》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同时结合公司合规管理体

系建设及合规管理人员职责等情况，对《办法》的具体落实进行了部署和安排，切实保障公司合规
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

2017 年，在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中，天风证券获评 A 类 A 级证券公司，这也是证监会分

类监管新规出台以来，公司评级首次跻身 A 类券商之列，体现公司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水平的进

一步提升。

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作为金融服务机构，公司主要进行 IT 软硬件、办公用品以及服务的采购，供应商总数较少，因此公司

供应链对环境及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较低。为规范采购流程，公司制定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投
标管理细则》，建立供应商管理库，通过严格的招投标流程，强化供应商管理，严格监控和防范各类商业贿
赂活动，保证供应商公开、公平参与竞争。在选择供应商时，公司重视供应商的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以进
一步降低供应链风险，提高运营效率。

供应商绩效指标
Supplier Performance Indicator
指标
Indicator

合规管理培训现场
Site of Training on Compliance Management

34

大陆供应商
Suppliers in Chinese Mainland

境外供应商（包括港澳台）
Oversea Suppliers (in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单位
Unit

家
Number
家
Number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2

14

17

0

0

0

35

稳健金融，促进经济繁荣

|

Prudent Finance, Promo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公司治理规范有序

助力实体产业发展

Anti-commercial Bribery and Anti-money Laundering
公司在各业务制度、从业人员执业行为规范制度、合规管理制度、反洗钱制度等中明确禁止从事商业贿

赂及洗钱行为，并规定了其违规责任；在与合作单位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反商业贿赂条款与反洗钱条款并
严格遵守。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

行令〔2016〕第 3 号）（简称“3 号令”），积极推进反洗钱各项工作，从反洗钱管理、可疑报告、风险评
估以及反洗钱调查、检查、培训、考核等方面不断完善反洗钱内控制度体系。

2017 年，公司共组织反洗钱宣传约 64 次，组织反洗钱培训近 200 次，培训内容涉及反洗钱法律法规、

反洗钱操作实务重点、反洗钱经典案例、客户身份识别、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大额交易及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等。

Special Training on Interpretation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New Situation
and Supervisory Policy

高质量的客户服务

致力投资者教育与保护

Support Development of Real Industry

反商业贿赂和反洗钱
The Company actively implements
all-rounded anti-money laundering
practices in accordance with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nti-money Laundering,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porting of
Block Transactions and Suspicious
Transactions and other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2017, the Company
organized nearly 64 anti-money
laundering campaigns and 200
trainings.

助力实体产业发展

反洗钱新形势与监管政策解读
专项培训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Expand Enterprise Financing Channels
2017 年我国实体经济增速减缓，结构性改革步入深水区。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工具，既可激

活存量资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又能提供创新投资产品，有利于实现资本市场上供给与需
求的有效匹配。

天风证券作为资本市场的服务商，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成立资产证券化总部，帮助企业充分挖掘

基础资产，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实体经济引入“活水”。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由天风证券作为管理人发行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 16 单，规模合计

316.77 亿元。凭借在资产证券化业务领域的稳健发展，2017 年公司获得了中国资产证券化研究

院颁发的“2016-2017ABS 最具潜力计划管理人奖”和国际金融报颁发的“2017ABS 先锋投行”奖。

As of December 31st, 2017, TF
Securities, as the custodian,
issued 16 enterprise ABS
products, with a total value of
RMB 31.677 billion. With sound
development in ABS business,
the Company was awarded
“2016 ABS Highest Potential
Program Custodian” by China
Securit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nd “2017 ABS Investment Bank
Pioneer” by International Finance
News in 2017.

为确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3 号令”有效落实，传递反洗钱监管政策和导向，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组织了反洗钱专项培训，邀请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反洗钱处常新处长进行专题讲座，

反洗钱管理委员会及投行、资管、零售业务主管部门及合规法律部、风险管理部、稽核审计部等 22
个部门和 92 家分支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的相关人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紧密结合反洗钱监管导向，就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国内外形势、我国目前反洗钱制度建立、

反洗钱监管执法形势以及湖北省义务机构反洗钱工作现状及风险点等内容进行了细致讲解，有效提
升了公司全员反洗钱的责任意识。

公司还积极开展面向公众的反洗钱政策宣导工作，与湖北卫视“天生我财”栏目合作，在栏目下方进行

跑屏宣传，提示投资者警惕陷阱，增强反洗钱意识。同时，公司“风行直播”平台对“3 号令”做了详细的
政策宣导，请相关人员介绍了“3 号令”的修订背景、修订内容以及对广大投资者的相关影响，向公众传递

了反洗钱监管政策和导向。公司还通过湖北广电财经官方新媒体平台宣传相关视频节目，进一步促进证券投

2016-2017 ABS 最具潜力计划管理人奖
2016-2017 ABS Most Potential Custodian Award

2017ABS 先锋投行奖
2017 ABS Investment Bank Pioneer Award

资者和社会公众对反洗钱知识的了解。

TF Securities-Huamao SKP ABS
Program

天风 - 华贸 SKP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17 年 5 月，由天风证券设立并管理的“天风 - 华贸 SKP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成功发行。该

产品作为以商业地产为抵押，以相关地产未来收入为偿债来源的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为 52 亿元，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 50 亿元，次级资产支持证券 2 亿元，产品期限为 18 年。

作为国内销售额排名第一的购物中心“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该专项计

联合湖北卫视进行跑屏宣传
Screen Ad Campaign on HBTV

36

通过“风行直播”做政策宣导
Policy Education on FunTV Live

划的成功发行是天风证券资产证券化领域的又一突破，有效利用资产证券化盘活商业地产存量，降
低社会融资成本，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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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规范有序
助力实体产业发展
高质量的客户服务

致力投资者教育与保护

推动东北经济发展

Pushing forward Northeastern China Economy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ern
China, the Company establishes
the special work team for
Northeastern China to actively
serve local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financing and intelligence
support with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service advantage of our
local branches,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ern China.

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原材料基地和现代农业基地。2017 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建立更加有效的区
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要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经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自 2016 年以来，天风证券积极响应国家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号召，成立振兴东北工作专班，依托

在东北地区分支机构，充分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贡献新活力。

公司从“融资 + 融智”两方面积极服务东北地方企业，推动东北振兴战略部署落地。“融资”方面，公

司先后为多家东北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在多个市场完成多支债券的发行，切实拓宽东北企业融资渠道、增强

服务中小企业

Servicing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中小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就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

献。鉴于中小企业主体弱、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公司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专注服务新三板挂牌企业

与具备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通过开展新三板挂牌、持续督导与融资业务，搭建企业与资本之间沟通的渠
道与桥梁，助力企业实现持续发展与转型升级目标。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推荐挂牌总家数 145 家，持续督导企业 160 家，已做市股票 181 只，做

市家数在做市商中排名第八，做市股票总市值排名市场第二。

企业融资能力；“融智”方面，公司连续参与或主办“东北地区县区负责同志发展改革工作培训班”和“东

北三省信用债发行人与投资人交流会”，聚焦协助东北地区改善国企固化问题、扶持战略性新兴行业、打造

东北经济增长新动能、通过金融创新支持县域实体经济等主题，为东北地区引进优质资本和优秀人才，推动
“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部署落地。

Foster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Lingz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 Ltd.

资本助力凌志环保做大做强

The Company establishes SMEs
Service Center to focus on serving
enterprise public listing in NEEQ
and others. As of December
31st, 2017, the Company had
recommended a total of 145 listed
companies, continuously guided
160 companies, completed market
making of 181 stocks, ranking 8th in
the market makers and 2nd in term
of total market value.

凌志环保是一家专注于污水处理领域的企业，自 2016 年起，天风证券与凌志环保开始紧密合作，

Serving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Financi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ern China

担任东北振兴金融合作机制
秘书长单位

“东北振兴金融合作机制”由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公司牵头，天风证券等 40 余

家金融机构共同发起，在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下规范运作，主动接受“一行三会”等监管部门的指导，
以“自愿共建、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助力东北”为宗旨，旨在搭建连通政府部门、金融投资机构

与东北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类企业之间的桥梁，打造开放式的信息共享平台和投融资服务合作平台，
汇聚金融资源，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为凌志环保在资本市场上的需求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和帮助。

2016 年 9 月，公司成为凌志环保的做市商，为其提供做市报价服务；2017 年 2 月，与凌志环

保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承接其主办券商工作；2017 年 7 月，凌志环保通过发行股票募集 18,500 万

元资金，天风为其成功引进投资者；2017 年 12 月，天风为凌志环保提供 IPO 辅导，并在江苏证监
局确认辅导备案。

在与天风证券合作期间，凌志环保在污水处理技术上不断创新和突破，污水处理工艺成功推向

农村及村镇污水处理市场，并走向孟加拉和安哥拉等海外市场，在环保领域建立了越来越强的竞争
力，有效实现了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

作为东北振兴金融合作机制秘书长单位，公司将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促进东北振兴金融

合作机制成员单位与东北地区投融资需求的对接、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国内外金融机构对东北经
济发展情况的了解，重塑东北经济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形象。

天风证券作为东北振兴金融合作机制
秘书长单位接受授牌
TF Securities was awarded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Financi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ern China

38

与吉林经开区建发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Sign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o., Ltd. in Jili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凌志环保
Lingzh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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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客户服务

助力实体产业发展
高质量的客户服务

致力投资者教育与保护

High-quality Customer Service
为满足新三板挂牌公司的不同情况和需求，公司在 2017 年度组织举办了年度报告工作培训、董秘资格

考试培训、金融沙龙、专家座谈会等多项培训交流活动，不仅解决了众多新三板挂牌公司因所处地域、行业

以及公司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同需求的问题，大幅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信息披露质量，同时也帮助新
三板挂牌公司董事会秘书在个人的职业发展道路上更进一步。更重要的是，公司通过建立企业家与企业家之
间、企业家与资本家之间的沟通桥梁，为中小企业创造了更多业务对接的机会，让资本通过实业落地。

2017 年度，天风证券累计协助持续督导新三板挂牌公司完成定向增发 29 次，其中包含贫困县地区挂牌

公司 2 家，累计募集资金总额 19.20 亿元，年度内累计非公开发行股票 2,997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3.37 亿元。

专精研究能力

Specialize in Research
作为国内一流的平台型卖方研究机构，天风证券研究所以产业链研究方法为核心，以发现真相为追求，

倡导客观独立、深入调研、观点鲜明、保持前瞻、呵护原创的研究文化，以创业和创新的心态，积极为产业、
上市公司、一级市场投资者、二级市场投资者服务。2017 年，天风证券研究所共发布研究报告 6,000 余篇，
为近 900 家机构客户提供专业优质的金融服务，组织产业调研超过 1,000 场，路演约 13,000 场，专题电话
会议 400 余场，在资本与实业之间搭建桥梁，有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实力。

在 2017 年第十五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天风证券研究所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本土最佳研究团

队第 5 名、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第 2 名、最佳销售服务团队第 2 名三项集体大奖，共有 21 个研究团队上榜
或入围，在多行业研究领域表现出色。

Interim strategy Meeting Themed
“New Trend & New Leader” Gained
Extensive Attention

“新趋势、新龙头”
中期策略会获广泛关注

In the 15 th New Fortune Best
Analyst Selection Event 2017, TF
Securities Research Institute,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won
3 collective awards, 5 th in the
category of local best research
team, 2nd in the category of most
influential research institute and
2nd in the category of best sales
service team, with 21 research
teams awarded or shortlisted and
many other remarkable results in
multiple industry research areas.

2017 年 6 月，天风证券举办“新趋势、

新龙头”中期策略会，天风证券研究所所长
赵晓光在主论坛发表“预测的本质和改变的

意义”主题演讲。策略会汇聚 70 余位重磅行
业专家，逾 300 家上市公司，开展 20 个分论

坛，141 场主题演讲，400 余场小范围交流，
天风证券研究所所长发表主题演讲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by Director of TF

董秘资格培训
Training on Qualification of Secretar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romoting Industry Connecting
Capital - TF Securities Cheif Economist
Delivering Themed Speech

参会人数超过 1,000 人。

推动产业连接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发表主题演讲

2017 年 12 月 13 日，天风证券年度策略会在北京举行。天风证券研究所全行业研究团队及 300

余家上市公司、
100 余位产业知名专家，
通过十余场主题论坛，
90 余场专题演讲，
围绕火热的消费升级、
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5G 等主题，深入剖析产业发展趋势和投资机遇，推动产业
与资本之间的高效沟通。

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在会上发表“中国将展现出前所未有之定力”主题演讲，深刻分

析当下中国实体经济环境，他认为在中国将开启一个消费升级的空间，对应的可能是中国的消费通
金融沙龙
Financial Salon

40

年报培训
Training on Annual Report

胀开始回升。资产通缩、消费通胀，展望 5-10 年的宏观，这个背后对应的是实业的 ROE 进入一个
回升的轨道，可能看到一个伟大资本市场所驱动的股权投资的一个 PE 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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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实体产业发展
高质量的客户服务

致力投资者教育与保护

打造智能服务平台

优质的客户服务

Quality Customer Service

Build Intelligent Service Platform
The Company actively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IT
and the Company’s business
and services, and launched
intelligent service platforms as
Gaocaisheng App for customers
and Dazhanggui service assistant
for business operation, gradually
building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with online and
offlin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为了给客户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客户体验，公司积极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公司业务及服务的融合，推出

面向客户的“高财生 APP”以及面向业务人员的“大掌柜”业务办理助手等智能服务平台，逐步构建线上线
下同步发展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有效降低投资决策的时间成本，提升服务效率，优
化客户体验。

公司秉承与客户共生共荣的价值理念，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客户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客户服务管理水平。
公司建立首问责任制的工作制度，通过天风证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95391、客服邮箱、官方网站和各分

支机构投诉专线等多种渠道受理客户咨询和投诉。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关于加强证券经纪业

务的相关规定》及其他相关规章制度，公司制定《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诉与纠纷管理办法》，对投诉受理、
流转、分析与调查、处理等客户投诉的各项环节进行规范，明确公司经纪业务分管领导、运营管理部、各分
支机构等的职责分工，提高投诉处理工作效率，不断健全客户投诉和纠纷处理机制。

“高财生”APP

Gaocaisheng App

2017 年，天风证券积极探索将现代信息技术

与公司业务及服务融合，推出面向客户的“高财

生 APP”。作为天风证券全自主开发的交易软件，
“高财生 APP”集成行情、交易、资讯等多项功

能，既融合了“极速开户”，又创新了“一键打新”、
“股票对比”等功能，为客户提供更方便、快捷

客户咨询及投诉处理情况
Customer Inquiry and Complaint Handling
指标
Indicator

单位
Unit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通
Call

51,993

32,507

45,386

客服呼叫中心收到来电
Calls Received by Call Center

简化流程，帮助公司节省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客户投诉数量
Customer Complaint

件
Case

15

21

33

投诉问题处理比例
Complaint Handling Rate

%

100

100

100

未来，“高财生 APP”还将逐步融合理财商城、

高财生 APP 页面
Screen of Gaocaisheng App

相关投诉。

的服务。同时，APP 对各个交易业务也进行了优化，

对产品的上架流程进行了梳理，减少人工干预成分，

高财生 APP
Gaocaisheng App

公司注重客户的隐私保护，2017 年，公司未发生侵犯客户隐私或遗失客户资料的事件或接获经证实的

投融服务、投教活动等其他特色业务，为客户提
供一站式的交易服务，不断优化客户体验。

为了提高客户服务水平，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2017 年公司持续开展天风证券客户满意度调查。调查

涵盖对营业网点服务质量、客服热线服务、日常资讯服务、投资者教育与培训以及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手机
Dazhanggui Service Assistant

“大掌柜”业务办理助手
为了建立规范高效的业务受理与办理

流程，形成业务驱动的工作模式，提高业务
处理效率，打造良好的客户体验，公司建设

“大掌柜”集中业务运营平台。平台实现客
户跨营业部业务通办，通过促进业务流程的

无纸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提高办公效率，
“大掌柜”业务办理助手
Dazhanggui Service Assistant

最大化地降低了合规风险。同时，平台集开

户、客户信息维护、信息查询等多功能于一体，
简化业务操作流程和业务办理流程。

截至 2017 年底，使用“大掌柜”业务运营平台的分支机构已达 94 家，涉及 60 种业务类型，

10 大业务种类以及约 230,000 笔业务处理量。

42

The Company implements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of work
responsibility, receives customer
inquiry and complaint via national
service hotline 95391, customer
service email, official website and
the complaint hotlines of the
branches.

交易软件等满意度调查，并通过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以及投资者教育等集体活动等渠道发放调查问卷，回
收有效问卷 5,983 份，覆盖客户 4,717 人，非客户 1,266 人。

2017 年客户满意度调查情况
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

90.54%

营业网点服务质量满意度
Office Service Quality
Satisfaction

87.67%

投资者教育与培训满意度
Invest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atisfaction

87.80%

客服热线服务满意度
Hotline Service Satisfaction

87.05%

In 2017, the Company continued
carrying out 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s on office service quality,
hotline service, daily newsletter
service, invest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nline transaction
system and mobile transaction
software, which collected 5,983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covering
4,717 customers and 1,266 noncustomers.

日常资讯服务满意度
Daily Newsletter Service
Satisfaction

83.52%

交易系统、手机交易软件的安全性、
可靠性、快捷程度满意度
Satisfaction with Security, Reliability and Convenience of Online
Transaction System and Mobile Transaction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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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客户服务

致力投资者教育与保护

Investor Education & Protection Focus
TF Securities Investor Education Base

多样化的投资者教育活动

天风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立足公益性、专业性、特色性等原则，涵盖产品展示、专家讲解、

Diversified Investor Education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Securities Exchange
and other regulatory bodies on
investor education and customer
transaction management, the
Company developed Measures
for Management of Investor
Education and set up two-level
investor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system leading group to oversee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vestor education.

天风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

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快速推进，投资者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趋于个性化和多样化，投资环境进一步复

杂。2017 年，监管部门出台《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办法》，作为金融服务机构，天风证券切实履行“将合适的产品销售给合适的投资者”这一核心职责，
高度重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

根据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于投资者教育和客户交易管理的相关要求，公司制定《投资者教

育管理办法》，并成立两级投资者教育组织体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公司投资者教育工作的统筹和实施。同
时，公司总部及各分支机构针对证券市场的社会公众开展证券知识普及、政策法规宣传、市场风险提示、依
法维权引导等各项活动，通过扎实有效的投教工作，切实提高公司投资者教育成效。

模拟体验、互动沟通、征集意见、信息检索等多种功能，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优质教育服务。

2017 年，投教基地完成网站及衍生平台的升级改造工作，上线 7 个板块，15 个二级栏目，42

个三级栏目，投放了包括多图文、动画、专家专栏、视频课程在内的 88 种投教产品，更新文章 900

余稿。此外，天风证券还搭建了微信公众号“天风证券投教平台”，每天推送多条投资者教育资讯，
目前关注人数已超 1.9 万人，更新文章 400 余篇。2017 年，累计 6,449 位投资者参与了对投教基地
的满意度调查，满意率超过 90%，满意度良好。

In 2017, TF Securities investor
education base was named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Internet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
Education Bases in Hubei
Province” by Hubei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and
rated “National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 Education Base”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投教基地还精心设计了“天风学长”的动漫形象，开发了“股海浪逃鲨”投教小游戏、《证券

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宣传短片等，对投资理财中的陷阱进行提示，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同时，投教基地还开展了“股林争霸模拟投资炒股大赛”，大赛吸引了近千名投资者参与，赛后“投
资心得征文”收到各类稿件近 200 篇，将投资理论运用于实践。

2017 年，天风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被湖北证监局命名为“首批（互联网）湖北省证券期货投资

两级投资者教育组织体系

者教育基地”，被中国证监会授予“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的称号。

董事长（组长）

品牌管理部

风险管理部

合规法律部

金融科技部

信用业务部

产品服务部

营销管理部

运营管理部

天风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官网
Website of TF Securities Investor Education Base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宣传短片
Video of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ligibility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s

股林争霸模拟投资炒股大赛
Simulated Stock Trading Contest

“股海浪逃鲨”投教小游戏
Investor Education Game

投资者教育组织体系工作领导小组
Investor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System Leading Group

2017 年，公司通过建立天风证券互联网投资者教育基地、上线“天风证券投教平台”微信平台，开展“我

是股东——走进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 • 明规则 • 识风险”专项宣传活动等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

投教活动，向投资者普及投资知识、培养投资技能、传递理性投资理念，帮助投资者了解证券行业，促进投
资理财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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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7, the Company carried
out 16 offline series activities
including listed company visit
themed “I am a shareholder”,
investor education in campus,
“3•15 investor protection publicity
day” and prevention of illegal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ivities,
which attracted over 5,0 0 0
investors.

在建设线上投教基地、微信公众号的同时，公司积极开展线下投教活动。2017 年，公司开展了包括“我

是股东——走进上市公司”、投教专项活动进校园、“3·15 投资者保护宣传日”、2017 防范非法证券期货
活动等各项线下系列活动共 16 场，参与投资者逾 5000 名。

TF Securities awarded by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4 prizes of investors
education

天风证券获上交所投资者教育四项大奖

为切实引导投资者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发挥证券公司投资者教育一线的作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组

Listed Company Visit Themed “I am a
shareholder”

“我是股东”——走进上市公司

2017 年，公司继续开展“我是股东——走进上市公司”活动，先后走进湖北省襄阳市骆驼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北省黄石市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并与相关公司高管进行面

织开展了一系列投资者教育与保护活动，天风证券积极参与，投教工作获得了上交所和投资者的肯定。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2017 年度投资者教育与保护系列活动”颁奖大会上，公司报送的投

教作品《股市三国之明辨“适”非》获得“最佳创意奖”金奖。除此之外，公司还荣获“我是股东组
织奖”银奖、“最佳公开课”铜奖和“最佳图文奖”铜奖，共四项荣誉。

对面交流，60 余名机构代表和中小投资者参与了该项活动。

“最佳创意奖”金奖——《股市三国之明辨“适”非》

了解，帮助投资者理性地做出投资决策，也为上市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综合实力的平台。

“我是股东组织奖”银奖

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不仅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发展规划有了更深入的

“最佳公开课”铜奖
“最佳图文奖”铜奖——《我眼中的人福医药》
天风证券作为获奖代表，分享了公司在投资者教育保护工作方面的经验。未来，天风证券将继续

投资者走进“骆驼股份”
Investors Visited Camel Holding

“Fight against illegal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ivities” Publicity Month
in 2017

In 2017, the branches of the
Company sent a total of over
100,000 SMS regarding fighting
against illegal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ivities, put up over
90 publicity posters, sent over
1,200 publicity materials, pushed
25 related news via investor
education base, and pushed 17
articles via WeChat platform.

投资者走进“振华股份”
Investors Visited Zhenhua Chemical

深化和提升投资者教育工作，通过投教基地集中、系统、高效地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

开展 2017 打非宣传月活动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开展的打击非法证券宣传教育月期间，公司各分支机构积极开展防范非法证

券期货活动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宣传短信、宣传海报等形式，发送非法仿冒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

询公司等机构黑名单，提醒投资者防范非法证券。公司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网站设置“打非防非”

专区，持续发布“打非防非”专题文章，向广大投资者传递打非防非知识，引导投资者通过合法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参与交易。

天风证券投教经验分享
TF Securities Sharing Investor Education Experience

公司积极组织人员参与湖北省证券期货业协会

联合中国证券业协会举办的“远离非法证券，传递

正能量”健康跑活动，通过健康跑方式，传播打非
理念，向投资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打非活动。

2017 年，公司各分支机构共计发送各类打非

防非宣传短信、消息等共计 10 余万条，张贴宣传
海报 90 余份，发送宣传资料 1,200 余份，投教基
地推送相关资讯 25 篇，微信平台推送相关资讯 17
篇，获得了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和良好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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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非健康跑宣传活动
“Fight against illegal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ivities”
Publicity Activity

颁奖典礼现场
Award Ceremony

天风证券上台领奖
TF Securities Receiving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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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绿色金融布局

Develop Green Finance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发展绿

色金融。作为绿色金融领域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天风证券响应国家战略发展要求，积极发挥资本中介对于社
会资本的引导作用，助推绿色金融发展。

公司将绿色金融理念融入公司战略，成立绿色金融事业部，用实际行动落实推进公司绿色金融战略布局。

同时，公司捐资设立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充分发挥高校研究优势和平台优势，整合绿色产业
和相应金融资源，开展气候金融、绿色金融和能源金融等前沿研究，构建产、学、研全流程的绿色金融发展

体系，将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项目研究产出的成果，转化为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
等有效金融工具，为我国实体经济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动力。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reen Finance
Released Multiple Research Results on
1st Anniversary of Establishment

绿金院建院一周年发布多项成果

2017 年 9 月，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举行一周年院庆，国内外数百名绿色金融领

域的专家学者就“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议题进行讨论。院庆仪式上，研究院

绿色金融
建设美丽中国

发布了《资产管理业环境压力测试报告》、《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领先股票指数

方法学》、《中国能源金融发展报告（2017）》、《中国碳市场发展报告》、《多边开发银行合作
和绿色金融的作用 : 亚投行与欧投行合作潜力的案例研究》、《中国大宗商品进口融资绿色化》（与
剑桥大学合作）六项报告，不仅展现天风证券推动绿色金融学术研究、绿色金融成果创新和转化的
相关成果，更体现了公司深入贯彻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形象。

GREEN FINANCE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2017 年 6 月，天风证券与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
际研究院承办的 2017 中国环保产业投
融资论坛在北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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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建院一周年，天风证券副总裁王琳晶发表致辞
Celebrating 1st Anniversar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reen Finance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F Securities Vice-president Wang Linjing Delivering Speech

The Company sponsors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reen Finance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hich gives
full play to the universities’
research advantage and platform
advantage integrate green
industry with relevant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carries out frontier
researches on climate finance,
green finance and energy finance,
thus building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system covering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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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实践

天风证券绿色金融研究概览
TF Securities Green Finance Research Overview
• 将绿色金融纳入公司
战 略， 成 立 绿 色 金 融
事业部
• 捐资设立国内首家绿
色 金 融 研 究 院 —— 中
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
国际研究院

2016.9

• 参与并举办“博鳌亚洲
论 坛 2017 年 年 会 分 论
坛——金融业的绿色革
命”
• 作为主承销商发行开封
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绿
色债券

2017.3

Green Finance Practice

• 中央财经大学绿
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一周年院庆发布多
份重要研究成果

2017.9

• 承 办“ 第 十 届 中
国 • 武汉金融博览
会暨中国中部（湖
北） 创 业 投 资 大
会”“绿色金融分
论坛”

天风证券通过自身在绿色金融领域的不断努力，在绿色金融领域实现突破，助推绿色金融成为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公司目前已构建起包括绿色债券、资产证券化、绿色企业投融资等一系列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先后协助成功发行国内首支民营上市公司绿色企业债券“16 清新绿色债”，以及国内首支以“河
湖联通工程”为投向的绿色债券和河南省首支绿色债券“17 汴投绿色债”等。

2017.11
The First Green Bond Targeting“Riverlake Connectivity Project”

2016.10

• 作为主承销商发
行首支民营上市公
司绿色债券

2017.6

• 与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和中
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承办的 2017 中国环保产业投融
资论坛在北京开幕

2017.10

• 深交所首单国企绿色资
产证券化产品获批

首支“河湖连通工程”投向的绿色债券

2017 年 3 月，由天风证券主承销的开封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简称“17 汴投绿色债”）

获批，这是全国首支以“河湖连通工程”为投向的绿色债券，也是河南省首支获批的绿色债券。

“17 汴投绿色债”债券发行总额人民币 13 亿元，其中 8 亿元投向开封市水生态综合治理改造

项目（一期）工程，主要用于项目中河道的综合整治、清淤疏浚、景观设施以及停车场、码头等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该项目旨在解决开封城区水系水源补给和水资源污染等问题，并将有效改善开封
市内自然景观不足的现状，为开封市发展生态旅游奠定基础。

天风参与并举办博鳌亚洲论坛绿色金融分论坛
TF Securities Participated in and Sponsored Green Finance
Sub-forum of Bo'ao Forum for Asia

董事长余磊参与 2017 博鳌亚洲论坛
Chairman YU Lei at Bo'ao Forum for Asia

TF Securities Pingyin-Tus Sound Waste
Electronics Funding Subsidy for Trust
Beneficiary Right, Special Green ABS
Program

天风平银 - 启迪桑德废电产品基金补贴
信托受益权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17 年 10 月，由天风证券担任计划管理人和销售机构的“天风平银 - 启迪桑德废电产品基金

补贴信托受益权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获深交所挂牌无异议函，该专项计划是深交所首单国企绿
色资产证券化产品，同时也是湖北省首单再生资源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大型专业环保上市公司，长期致力于废物资源化和环境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主营业务涉及固废处置与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互联网环卫、水务综合治理、
环保装备及环卫专用车制造等诸多领域。本次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 4.4526 亿元，募集资
金将用于公司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及循环利用领域，是资产端与用途端的“双绿”产品。

“天风平银－启迪桑德废电产品基金补贴信托受益权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功发行是天风

天风举办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论坛绿色金融分论坛
TF Securities Sponsored Green Finance Sub-forum of
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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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举办中国武汉金融博览会绿色金融分论坛
TF Securities Sponsored Green Finance Sub-forum
of China • Wuhan Finance Expo

证券践行绿色金融理念的又一典型案例，不仅是对国家绿色金融布局的积极响应，有效推动绿色环
保产业发展，同时也是对构建绿色循环经济体系、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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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环保舒适的办公环境

Build a Green and Comfortable Office Environment
The Company advocates for
low-carbon operation and
work style, actively implements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calls for
employees to incorporate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into their
work and life, in order to
furthest save social resources,
protect environment and reduce
pollution.

公司倡导低碳环保的经营方式和工作方式，积极推进节能环保制度，号召公司员工将节能环保理念融入

工作和生活，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员工打造一个环保、舒适的工作环境。

作为证券企业，公司对环境的直接影响为日常办公运营中的纸张、水电等资源的消耗及差旅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为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公司严格遵守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将绿色运营贯穿于经营管理的全过
程。2017 年，公司未发生环境方面的违规事件。

TF Securities Tower Awarded LEEDV4
Gold Pre-certification

天风大厦获 LEEDV4 金级预认证

公司建设的首个自有办公大楼——天风大厦于 2016 年启动建设。公司以生态环保的原则指导

大厦设计、材料选取及建造的全过程，以达到资源合理使用和处置的目的。大厦采用了海绵城市专

项设计技术，提高水资源质量，同时使用节水器具及雨水回收系统，进一步节约水资源消耗。由于

天风大厦的多项节能减排设计，该建筑获得美国 LEEDV4 金级预认证。这一荣誉的获得是公司践行
低碳发展的又一体现，标志着公司将继续以环境保护为己任，为员工提供绿色、健康的办公空间。

天风证券武汉总部办公环境
Working environment of TS Securities headquarters in Wuhan

天风证券上海地区办公环境
Working environment of TS Securities in Shanghai

公司绿色运营措施
Green Operation Measures of The Company
公司鼓励员工节约用纸，倡导双面

鼓励员工节约用水，优先采购节水器具；

的碳排放。

备在不使用时及时关闭。

广远程会议系统，减少出差旅途中产生

办公场所照明均采用节能灯管，办公设

节能减排

节水节电

固废、
废水处理

低碳出行

公司物业统一收集办公垃圾后进行

清运，电子废弃物委托有资质的处理公

司进行处置，废水纳管后排放至城镇污
水处理厂处理，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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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用市政用水作为主要来源，

打印，对单面打印的纸张再次利用；推

公司鼓励员工上下班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减少废气排放，最大限度的节约
资源并减少污染。

天风大厦（在建）
TF Securities Building（under-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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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员工共同成长

Grow up with Employees
员工权益

Employee Interests
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在员工聘用过程中，

公司杜绝使用童工和强制劳工。公司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制订并持续

完善相关薪酬福利政策与制度。在依法为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基础上，公司力求为员工提

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和福利保障体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拒绝任何歧视或差别待遇。公司倡导工作生
活平衡，积极维护员工休息休假的权利，努力为员工创造舒适和谐的工作环境。2017 年，公司未发生雇佣
童工或强制劳工方面的违规或诉讼事件。

2017 年，公司设计建立中后台职级薪酬体系，完成部分业务部门薪酬调整，并制定《业务团队管理办法》，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员工权益绩效指标
Employee Interests Performance Indicator
指标
Indicator

普惠金融
共创和谐社会

PHILANTHROPIC
FINANCE
CO-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劳动合同签订率
Labor Contract-signing Rate

%

100

100

100

社会保险覆盖率
Social insurance coverage

%

100

100

100

劳工歧视事件总数
Total Labor Discrimination Incident

件

0

0

0

受集体协商协议保障的员工比例
Ratio of Employees Under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

100

100

100

因工作伤亡人数
Work-related Casualty

人

0

0

0

员工职业病发病率
Employee Occupational Disease Incidence Rate

%

0

0

0

员工体检覆盖率
Employee Health Examination Coverage

%

100

100

100

The Company signs employment
contracts with employees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Labor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Labor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free will
and consensus”, develop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s relevant
salary and welfare policy and
system,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of equal pays for equal work of
male and female employees and
refraining any discrimination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注：数据统计范围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Note: Data statistics cover TF Securities Co., Ltd.

“天风新力量”2017 天风证券新员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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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培训与职业发展

Employee Train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builds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training system
and develops multi-angle and
multi-level career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employees. In
2017, the Company revised and
improved 6 training management
systems, launched “Xingyun”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gradually
formed training system with
TF Securities characteristics
that fully promotes business
development,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atically
advancing talents building of the
Company.

公司高度重视人才聚集与培养，把人才资源作为天风证券最核心的战略资源。公司以公平公正的招聘制

度为基础，从制度设计、日常管理到利益分配等各方面为员工考虑，以不断吸纳更多的优秀金融人才。2017
年，公司统计简历投递数同比增长达 70%，其中海外留学及金融专业人才的比例大幅上升，逐步塑造公司国
际化雇主品牌的影响力。

为提升人才库的能力水平，公司构建了科学高效的培训体系并为员工制定多角度多层次的职业发展规划。

2017 年，公司修订完善 6 项培训管理制度，与此同时，正式启动“星云”人才培养计划，逐步形成具有天
风特色培训体系，全力促进业务发展和协同交流，系统化推进公司人才队伍建设。

在业务能力培训层，公司推出“星 • 超越——业务培训系列”，从热点业务专题培训、零售与投行业务

课程体系搭建、以及合规意识宣导三个方面开展培训工作。2017 年，公司全年累计开展 22 场热点业务专题

星 • 匠师——培训系列
Star Craftsmen-Business Training Service

培训及 18 场合规风控专项培训，开发制作 27 门零售业务基础课程体系。在人才建设层，公司推出“星 • 启
航——成长培训系列”，对新进员工进行基础能力培养；“星 • 领袖——管理培训系列”，对管理者及骨干
员工进行管理能力进阶培训；“星 •E 学——移动学习系列”，为全体员工提供便捷的学习平台。2017 年，
公司统计共 108 位后备管理人才进入培养周期。

“星云”人才培养计划
“Xingyun”Talent Training Program
星 • 启航——
成长培训系列

星 • 超越——
业务培训系列

星 • 领袖——
管理培训系列

星 •E 学——
移动学习系列

针对新员工提供业务知识类、素质类、通用技能类培训，采用线上学习与线下集中培训
方式。

星 • 启航——成长培训系列
Star • Sail – Growth Training Series

指标
Indicator

推天风业务公开课系列，邀请外部行业专家、公司业务骨干担任培训讲师，采取视频接

针对管理者及骨干员工提供领导力进阶培训，形成天风管理者的四个年级领导力培训计
划：大一年级（骨干员工训练营）、大二年级（新晋管理者训练营）、大三年级（中层
管理者培训计划）、大四年级（高层管理者培训计划）。

推出“时习”移动学习系统、“天风学院”微信培训宣传平台。依托移动学习平台逐步
搭建主要业务线的课程学习体系，涵盖职业初级知识课程和高级能力提升课程，打造天
风原创特色课程资源平台。

星 • E 学——移动 学习系列
Star • E-learning – Mobile
Learning Series

员工培训绩效指标
Employee Training Performance Indicator

以行业热点、公司战略重点等为培训内容，集中培训与线上课程学习相结合。2017 年主
入及音频直播形式对全公司员工开放。

星 • 领袖——管理培训系列
Star • Leadership – Management Training Series

员工培训
Employee Training

员工职业发展
Employee Career
Development

员工培训覆盖率
Employee Training Coverage
全体员工每年人均接受培训的平均小时数
Average Annual Training Hours per Employee
接受定期绩效及职业发展考评的员工百分比
Percentage of Employee under Regular
Performanc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ssessment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

——

55.3%

100%

小时

——

44

76

%

——

100%

100%

注 1：数据统计范围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未统计；

注 2：2017 年公司推出了“时习”员工移动学习平台 ，因此员工覆盖率及人均培训时长大幅提升。
Note 1: Data statistics cover TF Securities Co., Ltd., “——” indicates no data.

Note 2: In 2017, the Company launched “constant practice” employee mobile learning system, which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mployee training coverage and average training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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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员工共同成长

携手公益助力社区

员工企业文化活动

2017 年，公司还开展“天风 365 天”文化项目、“学长授勋”等形式多样的企业文化活动，持续发扬

天风学长的榜样精神，激励员工积极进取，实现公司和员工的共同成长。

Employee Corporate Cultural Activities
TF Securities regards the
Company’s culture as its c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initiations of all-win partnership
culture with focuses on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corporate
culture, the values of diligence,
teamwork, integrity, fortitude,
openness and equality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天风证券将企业文化视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倡互利共赢的员工文化，注重团队及员工对企业文化的

学习与践行，将“勤奋、团结、真诚、坚毅、开放、平等”的文化内涵贯穿于公司和员工的发展中。

2017 年，公司发布“企业文化准则 16 条”，还结合 H5 填字、闯关游戏等各类活动让企业文化准则为

“天风 365 天”文化项目

“365 Days at TF Securities” Cultural
Program

2017 年，公司开展了为期一季度的

天风人所熟知了解，并且首次推出企业文化准则笔记本、便签纸等系列周边，提升员工对于企业文化的认知。

“天风 365”文化项目，号召全体员工参

与制作天风 2018 年的日历，将自己在天

风的工作感受和生活体验通过日历中的文
字传递，加强公司与员工间更加紧密的沟
“天风 365”2018 年日历
“365 Days at TF Securities” 2018 Calendar

通和联系。

勋章学长授勋活动

Senior Medal of Honor Award

为推广公司内部的“学长文化”，树立勋章学长精神，2017 年，公司开展“学长授勋”活动，

设立“勋章学长授勋日”，为入职年满 5 年、10 年、15 年的员工颁发勋章，并定制专属手模和
2017 勋章学长纪念册，载入天风博物馆永久保存，以激励员工不断奋斗。
企业文化准则笔记本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Culture Notebooks

天风证券企业内刊《风景》
TF Securities Company Internal Publication“View”

为让员工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传播企业文化，公司定期发布企业内刊——《风景》。作为公司

内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风景》不仅是公司重要新闻的报道平台、公司重大活动的宣传平台，也是优秀

员工的展现平台，传递了天风的正能量。2017 年 12 月，在第 12 届中国企业内部报刊（通讯）大会上，《风

“勋章学长”印制手模
Senior Medal Awardees Hand Printing

授勋仪式
Medal Conferring Ceremony

景》荣获中国企业报刊金纽带奖，天风证券品牌管理部总经理杨芬凭借在 2017 年各项主题报道中的主编策
划思维及办刊创新模式荣获 “杰出主编（总编）”奖。

从内容、版面、编辑、包装，以及企业报刊的结构创新、功能延伸、运营机制、社会效应等方面

综合审评，天风证券内刊《风景》导向正确，内容丰富，版式精美，追随媒体发展主流，注重求

精和深度探索，走在了同行乃至国内企业刊物的前列。

——中国企业内部报刊（通讯）大会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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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公益助力社区

携手公益助力社区

Public Activitie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在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同时，天风证券积极倡导“健康工作、快乐运动”的生活理念。2017 年 4 月 22 日，

公司开展天风证券第三届趣味运动会，吸引了来自武汉、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员工共 400 余人参与。

运动会设置“滚滚向前”、“八仙过海”、“超级障碍赛”等趣味项目，同时也有“愤怒的小鸟”亲子

项目，“旋转滚筒”团队协作项目等，在提升员工身体素质的同时，增强了团队之间、部门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提升了员工的凝聚力及协作精神。

公益项目概要及成果

Public Program Overview and Results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天风证券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在环境保护、贫困助学、扶贫赈灾、帮扶弱

势群体等方面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努力回馈社会。2017 年，公司在南京晓庄学院、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建

立助学基金，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参与捐资设立欣鑫慈善基金会，资助百名因汶川地震致残致贫学生，
持续开展“拯救江豚，留住长江的微笑”公益筹款活动、“随天风，走益走”捐步行动、天风上海地区“公
益跑”等多种形式的公益活动，汇聚天风的力量，推动社区发展。

2016-2017 天风证券社会贡献汇总表
TF Securities Social Contribution Summary 2016-2017
指标
Indicator

单位
Unit

2016 年

2017 年

公益捐赠支出
Public Donation Expenditure

万元
RMB 10,000

710.26

1,018

开展公益项目数量
Number of Public Programs

个

11

33

人次
Person-time

4,500

9,700

员工公益活动参与人次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of employee
charity events

The Company sets up aid funds
in multiple universities such as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and Wuhan University, to help
disadvantaged students finish
their academic program; and
continuously carries out public
fund-raising activities themed
“Save finless porpoises, Save
the smiles of Yangtze River”,
walking donation activities of
“Follow TF, Let's walk”, and TF
Securities Shanghai “Charity
Run” taking advantage of our
power to support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17 年天风证券公益项目开展情况
TF Securities Public Programs in 2017

社区发展

环保

支持教育

扶贫济困

• 公司各分支

• 公司开展第二季“拯救

• 公司向武汉华夏理工学

• 公司向湖北当代公益基

爱心捐赠约

项 目， 筹 得 款 项 264.44

• 公司捐助武汉大学教育

川省欣鑫慈善基金会捐赠

机构开展的
24 万元

江豚，留住长江的微笑”

万 元， 其 中 公 司 捐 赠
40,959 元

• 公司参与阿拉善 SEE 发

起 的“ 三 江 源 保 护” 项
目，开展“随天风，走益
天风证券第三届趣味运动会
Third TF Securities Fun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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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捐步项目，捐赠资金
50,000 元

院助学金捐赠 10 万元
发展基金会 100 万元

• 公司捐助中央财经大学
建设绿色金融国际研究
院 - 中央财经大学教育基
金会 700 万元

金 会 捐 赠 10 万 元， 向 四
100 万元

• 公司组织天风证券上海

地区员工公益跑活动，参
与员工累计完成里程数
1,500 公里，共筹得公益
款 15,000 元， 悉 数 捐 予
上海宝贝之家

61

普惠金融，共创和谐社会

|

Philanthropic Finance, Co-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社会认可及荣誉

Social Recognition and Honors

连续两年开展拯救江豚筹款活动

Two-year-running Fund-raising for Saving Finless Porpoises
In 2017, TF Securities carried out
public fund-raising activities
themed “Save finless porpoises,
Save the smiles of Yangtze River”
for the second running year,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est
of employees by establishing
public activity teams. In 2017,
the activities attracted 6,303
employees from 123 teams to
raise RMB 2.6444 million.

2016 年的 99 公益日，天风证券发起“拯救江豚，留住长江的微笑”和“一亿棵梭梭树”项目筹款计划。

两项筹款活动获得公司员工及社会公众的热心参与，参与人次达到 1576 次，共筹得款项 261.10 万元（含配
捐），分列腾讯公益“一起捐团体榜”全国第 3 名和第 4 名，掀起了天风的公益热潮。

2017 年，天风证券再次发起为“拯救江豚 - 留住长江的微笑”项目筹款行动。公司鼓励员工以团队的

形式参与到筹款项目中，通过创建员工“公益战队”，并设立战队排名的奖励制度，极大地提升了项目的趣
味性和员工参与的积极性。2017 年共有 123 支战队，6,303 名员工参与到筹款项目中，共筹得善款 264.44

万元，在“拯救江豚”项目中排名第一，且在“阿拉善 SEE 一起捐 TOP100 英雄榜”中企业捐赠总额排名第二。

天风“99 公益日”项目筹款情况
TF Securities“99 Public Day”Fund-raising Program
时间
Year

项目名称
Name of Program

2016 年

“拯救江豚，留住长江的微笑”和
“一亿棵梭梭树”项目筹款
Fund-raising Programs Themed “Save finless porpoises,
Save the smiles of Yangtze River” and “100 million
Haloxylon Trees”

2017 年

第二季江豚筹款项目
The 2nd Fund-raising Program for “Save finless
porpoises, Save the smiles of Yangtze River”

天风证券 2017 年所获荣誉

TF Securities 2017 Social Recognition
奖项

2017ABS 先锋投行奖

国际金融报

2016-2017 年度最具潜力管理人
最受投资者欢迎奖
最佳风控奖
2016-2017 年度风云人物

财视中国

2016 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人
2016 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管计划

筹款金额
Money Raised

1,576 人次

261.09 万元
RMB 2.6109 million

6,303 人次

264.44 万元
RMB 2.6444 million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2016 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活跃交易商
2016 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优秀交易员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2017 中国区十大杰出投资银行家
2017 中国区新三板做市商君鼎奖
2017 新三板挂牌金融机构君鼎奖

豚管家队伍，并帮助 100 名渔民转型为护豚员，预计每人每年在长江巡护 5000 公里，巡查举报非法渔业活动、
无序采沙、非法排污等危害江豚生存的人类活动，同时资助 10 家 NGO 开展江豚保护自然教育和宣传工作。

Fund-raising Program Themed “Save
Finless Porpoises, Save The Smiles of
Yangtze River”

“拯救江豚 - 留住长江的微笑”项目
长江江豚是我国特有的淡水鲸类动物，被称为“长

江的微笑”，然而近年人类的肆意捕杀与环境破坏，使
得江豚濒临灭绝。

由阿拉善 SEE 发起的“留住长江的微笑”项目，

旨在提升社会组织在江豚拯救行动中的参与度和行动有
效性，形成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NGO、公众
长江江豚
Yangtze Finless Porpo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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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力量联动，有效的参与拯救长江江豚，实现长江
江豚种群数量恢复，长江生态系统稳定健康发展。

中国基金报

证券时报

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第 5 名
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第 2 名
最佳销售服务团队第 2 名

新财富

中国企业内部刊物金纽带奖、杰出主编（总编）奖

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内部报刊大会

2017 微博最受欢迎金融机构奖

新浪微博 V 影响力峰会 . 财经论坛

2017 最佳“造血式”扶贫案例奖

国际金融报

2017 年度国债期货优秀交易团队奖
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社会价值共创”企业精准扶贫案例典范奖

2017 年第二季江豚筹款项目所筹资金，将用于在原有 40 名协巡员基础上增加 60 名，实现 100 人的江

中国证券报 · 金牛理财

2016 年经济突出贡献奖
中国券商资管成长奖

参与人次
Participants

评选单位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天风证券参与的行业组织

Corporate Membership of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组织名称

担任职务

上海交易所

会员

中国证券业协会

会员

深圳交易所

中国期货业协会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东北振兴合作机制

湖北省证券期货业协会

湖北省企业上市发展促进会
湖北省反洗钱促进会
湖北省金融会计学会

会员
会员
会员

秘书长单位
会员
会员
会员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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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绩效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环境绩效指标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指标
Indicator
办公用电总量

Total offic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员工雇佣绩效指标
Employment Performance Indicators
单位
Unit
千瓦时
KWh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范畴一温室气体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Tot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Scope I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范畴二温室气体排放量

Scope II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办公用水总量

ton CO2e

ton CO2e

吨二氧化碳当量
ton CO2e
吨

Total office water consumption

ton

办公室用纸总量

公斤

Office paper consumption
办公室用纸回收量

Recycled office paper
车辆用油数据

Vehicle oil consumption
车辆行驶总公里数

Vehicle travel mileage
视频会议次数

Video conference
航空差旅里程

Air travel mileage
废旧电脑数量

Waste computer

kg

公斤
kg

万元

RMB 10,000
公里
kg
次

Times
公里
km
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指标

——

388,644

349,780

员工总数
Total employee

——

204,310

183,971

——

——

91

——

204,310

183,879

——

34,107

40,928

——

15,540

12,432

——

——

2,072

——

——

299,000

——

——

336,870

——

4,498

4,048

——

——

25,556

——

——

35

注 1：数据统计范围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表示未统计。

注 2：2016 年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仅包含公司外购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2017 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包含公司自有车辆耗油及公司外购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Note 1: Data statistics cover headquarters of TF Securities Co., Ltd., and “——” represents no statistics.

Note 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the Company in 2016 only includes correspond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purchased electricity, while that in 2017

include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purchased electricity as well as company-owned vehicle fuel consumption.

按性别划分
By gender

按年龄划分
By age group

按学历划分
By academic degree
少数民族员工人数
Minority employee

单位
Unit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人
Person

1,479

2,222

2,740

人
Person

881

1,268

1,572

598

954

1,168

男性员工
Male employee

人
Person

<30 岁的员工
Employee aged below 30

人
Person

677

1,083

1,471

>50 岁的员工
Employee aged above 50

人
Person

744

1,081

1,235

58

40

34

女性员工
Female employee

30-50 岁的员工
Employee aged 30-50

研究生及以上
Postgraduate and above

本科
Undergraduate

大专及以下
College and below

女性管理者在管理层中所占的比例
Ratio of female employees in all managers

人
Person
人
Person

人
Person

479

822

1,085

690

991

1,193

人
Person

330

409

462

43

70

87

18.52%

18.52%

25%

2

1

1

0

0

1

824

903

1,004

%

59.95

58.03

60.86

%

40.05

41.97

39.14

%

42.11

63.23

65.94

%

53.40

36.43

33.76

%

4.49

0.33

0.30

174

258

527

%

64.94

67.83

65.09

%

35.06

32.17

34.91

%

41.38

48.84

49.15

%

56.32

50.78

50.09

%

2.30

0.39

0.76

人
Person
%

年内接收军转人员数量
Employee transferred from army

人
Person

新进员工人数
New employee

人
Person

残障员工数
Disabled employee

按性别划分
By gender

按年龄划分
By age group
离职员工人数
Separated employee
按性别划分
By gender

按年龄划分
By age group

人
Person
男性员工
Male employee

女性员工
Female employee

<30 岁员工
Employee aged below 30

30-50 岁员工
Employee aged 30-50

>50 岁员工
Employee aged above 50
男性员工
Male employee

女性员工
Female employee

<30 岁员工
Employee aged below 30

30-50 岁员工
Employee aged 30-50

>50 岁员工
Employee aged above 50

人
Person

注 ：数据统计口径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Note: Data statistics cover TF Securities Co., Ltd.,“——”indicates no statistics.

64

65

社会责任绩效

|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附录

Appendix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索引表

员工权益绩效指标
Employee Rights and Benefit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指标
Indicator

劳动合同签订率
Labor contract signing rate
社会保险覆盖率
Social insurance coverage

劳工歧视事件总数
Total labor discrimination incident

受集体协商协议保障的员工比例
Ratio of employee under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因工作伤亡人数
Work-related casualty

员工职业病发病率
Employee occupational disease incidence rate

GRI Index
单位
Unit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

100

100

100

%

100

100

100

件
Case

0

0

0

%

100

100

100

人
Person

0

0

0

%

0

0

0

%

100

100

100

人
Person

24/1

28/15

41/35

人
Person

21/1

23/12

36/24

编号

内容

页码
基础

101-1

报告基础，包含界定报告内容和质量所需的报告原则

1
组织概况

102-1

活动、品牌、产品和服务

7

a. 组织活动说明

37-40

102-3

组织总部的位置

封底

102-4

组织运营业务所在国的数量，在其中运营大量业务的国家名称，和 / 或与报告中涵盖的议题相关的国家名称

注 1 ：数据统计口径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2-5

所有权的性质及法律形式

7

Note 1: Data statistics cover TF Securities Co., Ltd.

102-6

服务的市场（包括提供产品和服务所在的地理位置 ；服务的行业 ；客户和受益人的类型）

7

102-7

组织规模（包括员工总数；运营点总数；净销售额或净收入；按债务和权益细分的总市值；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员工体检覆盖率
Employee health examination coverage

实际使用产假 / 陪产假员工数（女员工人数 / 男员工人数）
Employee using maternity leave and paternity leave (female employee/male
employee)

休完产假 / 陪产假后回到工作岗位，其后 12 个月仍在职的员工数（女员工人数
/ 男员工人数）
Employee in service for 12 months after using maternity leave and paternity
leave (female employee/male employee)

注 2 ：休完产假 / 陪产假后回到工作岗位，其后 12 个月仍在职的员工数为前一年休产假 / 陪产假且第二年仍在职的员工数。
Note 2: Employee in service for 12 months after using maternity leave and paternity leave refers to those in service for the next year after using maternity leave and
paternity leave in the previous year.

员工培训人次
Employee Training Person-Time
员工培训覆盖率
Employee Training Coverage

员工培训总投入
Total Investment for Employee Training

全体员工每年人均接受培训的平均小时数
Average Annual Training Hours per Employee

接受定期绩效及职业发展考评的员工百分比
Percentage of Employee Under Regular Performanc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ssessment

单位
Unit

102-8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人次
Person-time

——

20,622

24,980

%

——

55.3%

100%

万元
RMB 10,000

——

450

500

小时
Hours

——

44

76

%

——

100

100

注 2 ：2017 年公司推出了“时习”员工移动学习平台，因此员工覆盖率及人均培训时长大幅提升。
Note 2: In 2017, the Company launched“constant practice”employee mobile learning system, which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mployee training coverage and average
training hours.

66

8-9

7; 9; 17

a. 按雇佣合同（固定和临时）和性别划分的员工总人数

注 1 ：数据统计口径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表示未统计。

Note 1: Data statistics cover TF Securities Co., Ltd.,“——”indicates no statistics.

b. 主要品牌、产品和服务，包括在某些市场任何被禁产品或服务的说明

员工和其他工作者信息

员工培训绩效指标
Employee Training Performance Indicator
指标
Indicator

102-2

组织名称

b. 按雇佣合同（固定和临时）和地区划分的员工总人数

c. 按雇佣类型（全职和兼职）和性别划分的固定员工总人数

d. 组织的活动是否有一大部分由非正式员工承担，如适用，请描述由非正式员工所承担工作的性质与比例

65

e.102-8-a, 102-8-b 和 102-8-c 所披露的雇佣人数的重大变化（如旅游或农业雇佣人数的季节变动）
f. 说明数据统计方法，包括做出的任何假设
102-9
102-10

描述组织的供应链情况，包括与组织活动、主要品牌、产品与服务相关的主要内容
报告期内组织规模、架构、所有权或供应链发生的重要变化（包括经营位置或业务变化 ；股本架构改变和其他资本形
成、维修及业务变更 ；供应商所在地、供应链结构、与供应商关系的变化）

102-11

组织是否运用以及如何运用预警原则或方针

102-12

组织参与或支持的外界发起的经济、环境、社会章程、原则或其他倡议

102-13

组织加入的主要行业协会或其他协会，以及国家或国际性倡议组织

35
8
34-35
1; 18-27
63

67

附录

|

Appendix

战略
102-14

组织最高决策者（如 CEO、主席或同等高级职位）就可持续发展与组织的相关性及组织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声明

4-5

道德和诚信
102-16

描述组织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和行为规范

10-11
管治

102-18

管治架构

a. 组织的管治架构，包括最高管治机构委员会 ；
b. 负责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决策的委员会

15

102-41

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的员工总数百分比

66

102-42

就所选定的利益相关方，说明识别和选择的根据

15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法，包括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类型及组别的参与频率，并指明是否有任何参与是专为编制报告
而进行

通过利益相关方参与提出的主要议题和关切问题，包括组织是如何回应的，以及提出每个主要议题和关切问题的利
益相关方群体

15

102-46

合并财务报表中所涵盖的实体

b. 说明在合并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包括的任何实体中，是否有未纳入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实体
界定报告内容和议题边界

a. 说明界定报告内容和议题边界的过程

b. 说明组织如何应用界定报告内容的报告原则

在 GRI 内容索引中详细说明采用的每一项标准，相应列出报告披露的所有内容。每一项披露内容应包括该项披露的
编号、页码或 URL。如适用并在允许的情况下，在不能进行必要披露时，要求提供从略原因
外部鉴证

a. 针对报告寻求外部鉴证的现行做法描述及组织政策描述

b. 如果报告经过外部鉴证，需要引用鉴证报告、声明和意见。如未在可持续发展报告附带的鉴证报告中列出，则需
说明已鉴证和未鉴证内容及根据，包括采用的鉴证标准、获得鉴证水平，以及鉴证过程中的任何限制。说明报告机
构与鉴证服务方之间的关系。说明最高治理机构或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参与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寻求鉴证

103-1

103-2

103-3

15
201-1

67

公司尚未进行外部鉴证，后续
将逐步纳入

对于每一个实质性议题，说明议题具有实质性的原因，实质性议题的边界，以及有关议题边界的任何特定限制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a. 组织如何管理此议题的说明
b. 管理方法的目的陈述

c. 对政策、承诺、目的和目标、责任、资源、申诉机制和具体行动的描述
对组织如何评估管理进行说明（包括评估管理方法有效性所使用的机制 ；管理方法的评估结果 ；对管理方法进行的
任何相关调整）

15-16

37-43; 18-27

37-43; 18-27

203-1
15-16

列出在界定报告内容的过程中确定的所有实质性议题

16

102-48

说明重订前期报告所载信息的影响，以及重订的原因

不适用

102-49

与之前的报告相比，说明实质性议题、议题边界的重大变动

15

102-50

所提供信息的报告期（如财务年度或日历年度）

1

102-51

上一份报告的日期（如适用）

1

102-52

报告周期（如每年一次、两年一次）

1

机构直接产生和分配的经济价值

a. 基于权责发生制而产生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组织的全球业务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以收付实现制呈现数
据，还要报告作出该决定的理由

b. 在国家、地区或市场层面分别报告产生和分配直接经济价值，以及报告用于界定重要性的标准

17

间接经济影响

1

102-47

68

102-55

1

经济绩效

报告概况

a. 列出机构的合并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中包括的所有实体

组织声明报告编制依据 GRI 标准选择核心或全面方案

封底

经济

组织所参与的利益相关方列表

102-45

102-54

8; 13

102-40

102-44

可回答报告或其内容相关问题的联系人信息

102-56

利益相关方参与

102-43

102-53

203-2

基础设施投资和支持性服务

a. 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和支持性服务的发展程度

18-27

b. 对社区和地方经济的当前或预期正负面影响

c. 投资和服务是商业性、实物性或无偿性的活动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和影响的重要性

18-27
环境

103-1

103-2

103-3

对于每一个实质性议题，说明议题具有实质性的原因，实质性议题的边界，以及有关议题边界的任何特定限制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a. 组织如何管理此议题的说明
b. 管理方法的目的陈述

c. 对政策、承诺、目的和目标、责任、资源、申诉机制和具体行动的描述
对组织如何评估管理进行说明（包括评估管理方法有效性所使用的机制 ；管理方法的评估结果 ；对管理方法进行的任
何相关调整）

15-16

52-53; 64

52-53; 6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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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雇佣
401-1

组织内部的能源消耗量（以焦耳或倍数表示）

a. 组织内部的不可再生来源燃料消耗总量，包括所使用的燃料类型
302-1

b. 组织内部的可再生来源燃料消耗总量，包括所使用的燃料类型
c. 耗电量、耗热量、耗冷量、耗汽量

64

d. 售电量、售热量、售冷量、售气量

401-3

按年龄组别、性别及地区划分的新进员工和流失员工总数及比例
按性别划分，有权享受育儿假 / 休育儿假 / 育儿假结束后在报告期内返岗 / 育儿假结束后返岗且 12 个月后仍在职的
员工总数，及休假员工返岗率和留任率

e. 组织内部的能源消耗总量

403-2

水资源
按源头细分说明总取水量，并说明使用的标准、方法和假设（包括地表水 ；地下水 ；由组织直接收集和储存的雨水 ；
来自另一个组织的废水 ；市政供水或其他）

52

305-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范畴一）

64

305-2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范畴二）

64

对事实做出简要说明即可

52

社会
103-1

103-2

103-3

对于每一个实质性议题，说明议题具有实质性的原因，实质性议题的边界，以及有关议题边界的任何特定限制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a. 组织如何管理此议题的说明
b. 管理方法的目的陈述

c. 对政策、承诺、目的和目标、责任、资源、申诉机制和具体行动的描述
对组织如何评估管理进行说明（包括评估管理方法有效性所使用的机制 ；管理方法的评估结果 ；对管理方法进行的
任何相关调整）

15-16

103-2

103-3

70

对于每一个实质性议题，说明议题具有实质性的原因，实质性议题的边界，以及有关议题边界的任何特定限制
管理方法及其组成部分

a. 组织如何管理此议题的说明
b. 管理方法的目的陈述

c. 对政策、承诺、目的和目标、责任、资源、申诉机制和具体行动的描述
对组织如何评估管理进行说明（包括评估管理方法有效性所使用的机制 ；管理方法的评估结果 ；对管理方法进行的任
何相关调整）

按性别和员工类别划分，每名员工每年接受培训的平均小时数

404-2

员工技能提升方案和为促进持续性就业能力及对退休或离职导致的职业生涯终止的管理而提供的过渡性协助方案

404-3

按性别和员工类别划分，接受定期绩效及职业发展考评的员工的百分比

406-1

52-53; 64

66

按性别、年龄组别及其他多元化指标划分，管治机构成员和各类员工的百分比

65

报告期间发生的歧视事件总数及事件状况和采取的行动

66
童工

408-1

具有使用童工，使用年轻工作者从事危险工作的运营点和供应商 ；具有重大童工事件风险的运营点和供应商以及组
织在报告期为促进有效废除童工而采取的措施

55

强迫与强制劳动
已发现具有严重强迫或强制劳动事件风险的运营点和供应商，以及有助于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的措施

55

当地社区
413-2

对当地社区有实际或潜在重大负面影响的运营点，包括运营点位置和产生的重大负面影响

18-27; 61-62

供应商评估

15-16

52-53; 64

56-57

反歧视

409-1
54-62; 33-36; 41-43; 18-27

66

多样化与机会平等

54-62; 33-36; 41-43; 18-27

环境
103-1

66

404-1

405-1

环境合规
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被处重大罚款货币总值、非货币制裁总数，以及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案件，如未发生该情况，

工伤类别、工伤、职业病、损失工作日、缺勤等比率
培训与教育

排放

307-1

66

职业健康与安全

f. 使用的标准、方法、假设和 / 或计算工具、使用的换算系数来源

303-1

65

供应链产生的重大实际和潜在的负面社会影响，以及采取的措施
414-2

a. 开展了社会影响评估的供应商数量

b. 经确定具有实际和潜在重大负面社会影响的供应商数量及重大的负面影响
c. 经评估后同意改进的供应商百分比

35

d. 经评估后决定终止关系的供应商百分比
客户隐私权
418-1

经证实的侵犯客户隐私权及遗失客户资料的投诉总数

35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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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建议索引表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Disclosure Suggestions Index
披露建议

第一条

章节索引

关于天风证券
社会责任管理
董事长致辞

社会责任管理
第二条

高质量的客户服务
与员工共同成长

公司治理规范有序

专题 ：
“四位一体”金融扶贫新路径
携手公益助力社区
第三条

已达到要求

第四条

——

第五条 ：第（一）点

第五条 ：第（二）点

第五条 ：第（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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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员工共同成长

打造环保舒适的办公环境
高质量的客户服务

打造环保舒适的办公环境
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高质量的客户服务
与员工共同成长

公司治理规范有序

第六条

已达到要求

第七条

已达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