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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一人一户”全面解禁

影响几何？
从13日起，如果投资者对证券公司的服务或佣金不满意，不必再费尽周折

转户了，只需要到别的证券公司新开一个账户即可。A股“一人一户”全面解禁，
这将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权，增加A股开户吸引力，并倒逼证券公司降低佣
金，提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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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3976599920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品牌农业咨询66661666
承兑汇票贴现

18958885083，13647550498

资金团队寻求海南地产项目
项目收购、合作开发 13307670541

文昌黄金商业地急售
报建手续完备，另有多处地块出售，
13734832788 18648679985白

兴隆酒店转让或合作
占地面积122亩，欲全部转让或合
作。有意者面谈13368993828

企业注销公告
海南源和机电有限公司拟向琼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
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海南第三方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
司公章、财务公章、合同专用章，现
声明作废。
▲严毓仲遗失军官证，证件编号：
装字第27180725号，特此声明。
▲伍连新不慎遗失个体户税务登
记 证 副 本 ，陵 国 税 登 记 字 ：
460034551110002 号，现声明
作废。
▲郑 寿 杰 遗 失 特 种 作 业 低 压
电 工 操 作 证 ，证 号 ：
T460300196811010018，特此声
明。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万春福遗失特种作业焊接与热
切割作业电焊操作证 ，证号：
T460300196308190314，特此声
明。
▲中国国旅（海南）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公章因变形损坏，现声
明作废。
▲中国国旅（海南）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因变形损坏，现
声明作废。
▲定安定城庆瑞隔热砖厂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0253006293，税务登记副本，
税登字460102198208230615，现
声明作废。

荣和典当
快速办理汽车、房产、民品抵质押
贷款，资金过桥 18976749678

鑫合股份 028-68000019
自有大额资金、代打银行各类保证
金，垫资、验资、摆帐、各类项目投
资、融资、贷款。
网址：www.scxhgf.com

▲我公司（海南中电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琼中长安水电站）组织机构代
码 证 正 副 本 各 一 本 ，证 号 ：
75439422，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中电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琼
中长安水电站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各一 （本），注册号：
4600 3620 0024 8； 公 章 一
枚，声明作废。
▲屯昌县枫木供销社南岭站遗失
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SP4690261110007187，声明作废。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遗失琼
E0429挂《道路运输证》证号：462
000 000 412，声明作废。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遗失琼
E04452《道路运输证》，证号：462
00000 2090，声明作废。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遗失琼
E03402《道路运输证》，证号：462
000 000 545，声明作废 。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物流分公
司遗失琼E02763《道路运输证》，
证号：462 00000 1196,声明作废。
▲洋浦贡德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琼
E04623《道路运输证》，证号：462
00000 1940，声明作废 。
▲洋浦贡德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琼
E03503《道路运输证》，证号：462
00000 1023，声明作废。
▲洋浦安通建材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462
000 000 343，声明作废。
▲洋浦金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琼
E03520《道路运输证》，证号：462
000 000 779，声明作废。
▲云文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62 000 000 364，声
明作废。
▲云文明遗失琼E03243《道路运
输证》，证号：462 00000 1141，声
明作废。
▲云文妃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62 000 000 363，声
明作废。

▲肖黎霞遗失琼E01482《道路运
输证》，证号：462 00000 1366，声
明作废。
▲谭孟珍遗失琼E04843《道路运
输证》，证号 462 00000 2242，
声明作废。
▲海口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遗
失座落于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
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第一单元20
层20A1房的房产证，产权证号：
HK361996,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遗
失座落于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
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第一单元20
层 20C1房的房产证，产权证号：
HK361993, 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遗
失座落于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
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第一单元20
层 20B1房的房产证，产权证号：
HK361997，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遗
失座落于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
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第二单元20
层 20B 房的房产证，产权证号：
HK361994，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遗
失座落于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
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第一单元20
层 20D1房的房产证，产权证号：
HK361991，特此声明作废。

根据中国结算12日晚间发布的证
券账户业务指南（修订版），同一投资者
最多可以申请开立20个A股账户、封
闭式基金账户。分析人士预计，此举便
利投资者，在市场行情向好的背景下，
有望带来开户数的大幅增长。

放开“一人一户”限制是证券账户
整合工作的一部分。根据中国结算的

整合方案，每位投资者将拥有一个总账
户和若干子账户。一码通总账户下的
子账户包括人民币普通股票账户（A股
账户）、人民币特种股票账户（B股账
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账户
（股转系统账户）、封闭式基金账户、开
放式基金账户以及根据业务需要设立
的其他证券账户。

在证券账户整合之前，每个股民表
面上只有一个证券账户，但是在这一个
股市账户的背后，默默地承受了7个收
费项目。“整合后，收费项目由原来的7
项调整到只收取开户费一项，开户费收
费标准统一并大幅降低，降幅达
56％。”中国结算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任何拥有一码通账户信息
的投资者可以在任何证券公司的任何
营业网点，随时查询个人所有账户信
息，只需要提供相关证明信息即可。

开户数有望大幅增长

“一人一户”解禁给投资者带来开
户便利的同时，也将直接冲击券商的业
务模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佣金大
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
长董登新说。

董登新认为，现在券商佣金，也就
是股民交给券商的手续费，比率一般都
在万分之八。但牛市当中，在股市有着
高换手率的情况下，佣金还有下降的空
间。而投资者选择哪家券商开户，最终
取决于佣金的比较。“牛市中，券商会压
低佣金争取留住老股民，投资者则会比
较新老账户，以佣金较低的优先。”

新规刚刚发布，一些券商营业部的
工作人员就已经感到了压力。“竞争肯
定会加剧，拼手续费在所难免，而且要
有更多的市场化手段进行营销，从过去
开发客户转变为挽留客户。”某证券公
司北京营业部的一位客户经理说。

“这对门店销售来说是巨大的经营
转型，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就说不好了。”
该客户经理说。

不过，在财经评论人士皮海洲看
来，现在佣金已经比较低了，降低佣金
对吸引新客户来说比较有利，对老客户
没什么吸引力。“短期内佣金率可能会

有调整，下降到万分之五比较靠谱，但
难有大的调整空间。”

实际上，近两年来，随着互联网证
券的发展，网上开户的佣金率已经降到
万分之三以下。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
显示，目前共有55家证券公司获准开
展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但是，由于不
够便捷，网上开户尚未普及。

按照之前的规定，投资者如果对券商
的服务不满意，必须进行转户，而这是一
个相当麻烦的过程。“可现在，哪家券商的
服务好就在哪家的账户上面多交易点。”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说，这对券
商的要求更高了，立足于维护客户权益的
券商将在长远竞争中获益，而那些有坑害
客户行为的券商将受到市场的惩罚。

券商佣金大战在即

新规则之下，投资者账户将发生较
大变化，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带来监管
难题？会否加大利用所掌控的不同账
户操作套利的空间？

对此，李大霄认为，不管你是在多少
个券商开户，但最终还是托管到中国结
算，中国结算后台对投资者的持有交易
情况仍是一目了然。这不同于海外包括
香港市场，他们都是托管在券商手上，彼
此之间都有信息不对称的情况。“A股多

开户带来的对倒风险几乎没有。”
“尽管可以拥有多个账户，但投资

者的一码通账户还是唯一的，通过大数
据，监管层很容易就能掌握一码通账户
下的交易特征。”董登新说。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一人多户仍
将带来一些新情况，需要监管政策的跟
进调整。有市场人士指出，比如，按照
现在的信息披露规则，单个账户持有某
上市公司的股票比例超过5％，就有义

务披露，但如果同一投资者的账户分散
在不同券商，谁将为此负责？

此外，账户限制放开必将带来一些
业务创新，这也需要监管的及时跟进。
在中国结算董事长周明看来，放开“一人
一户”限制将促进各类证券经营机构推
进服务方式创新和服务升级，从而促进
市场竞争更为充分、有序和公平，促进市
场结构更为均衡并提升市场整体效率。

“作为证券账户管理机构，中国结
算将进一步支持场内场外市场业务创
新。”周明说。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监管必须跟进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
许晟 赵晓辉）牛市行情加速新股民
入场，中国结算网站数据显示，截至4
月3日，沪深两市股票账户数合计达
1.9亿户，其中有效账户1.5亿户。过
去6个月，沪深两市新开股票账户数
达1373万户。

数据显示，去年12月，沪深两市
合计日均新开A股账户数达到峰值
12.94万户，环比增幅超过130％。随
后两月虽有下降，但仍日均新开7万
户以上。今年3月2日至4月3日期
间，新开A股账户数强势反弹，开户
总数达575余万户。

从是否参与二级市场集中交易的
角度看，近半年参与股市交易的A股
账户越来越多。截至2015年 2月，
6200余万户在近1年内参与了二级
市场交易，占当月期末A股有效账户
的43.45％，而去年10月这一比例是
36.72％。

半年来，持仓A股账户数量略有
上升，从去年10月期末的5250余万
户，上升到今年4月初的5726余万

户。但其占A股有效账户的比重却
一直是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投资者投资多元化。

另据深交所金融创新实验室发布
的《深市新开户个人投资者学历分析
报告》显示，2014年初到2015年3月
31日期间，深市新开户投资者以大专
及以上学历为主，占比65％，其中本科
及以上学历占比37％。与往年比较，
深市新开户投资者受教育程度不断提
高，这也说明我国股市投资者文化水
平的提升。

报告还显示：2014年初至今，深市新
开户投资者中30岁以下的占比37.7％，
而2013年底深市投资者中30岁以下的
占比仅11.66％；50岁以上的新开户投资
者占比13.98％，而2013年底深市投资
者中50岁以上的占34.19％，股市投资者
的年轻化趋势明显。

另据中国结算网站数据，自去年
10月为投资者配发一码通账户至今，
一码通账户总数已达 1.2 亿户。其
中，下挂A股账户的一码通账户数有
7000多万户。

过去6个月

A股新开账户超1300万户

一直以来，资金量不占优势的中
小投资者在股市上总是处于弱势。即
便是面对为自己服务的证券公司，也
往往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能力。“一人
一户”限制放开，这种局面可能有所改
变。

就拿现在的证券交易佣金来说，
明明很多证券公司的佣金率已经有了
下调的政策，可是如果股民不去问，不
去争取，可能还是按照多年前的老标
准。有老股民反应，由于不知情，每个
月向券商多交1000多元的佣金。

有了利好股民的政策，证券公司
却不主动调整，这背后的原因还是缺

乏竞争。“一人一户”解禁，允许投资者
在多家证券公司开户，哪家佣金低、服
务好，就可以去哪家，如此争夺客户、
挽留客户的竞争势必更激烈。

如果证券公司还把惠及投资者的
政策“藏着掖着”，如果证券公司不能
为客户着想，不切实提升服务水平，那
么老客户可以随时用脚投票，更别提
吸引到更多新客户了。

中国股市中，中小投资者贡献了大
量的交易量，却始终难以获得一个公平
的待遇。希望“一人一户”解禁是让中
小投资者得到更多实惠的一个开始。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让普通股民获得更多实惠
短评

龚槚钦和其公司研发的多款无人机产品。
现在，每天有500架次“极侠”无人机在珠三

角地区上空送快递，但28岁的龚槚钦仍然很“贪
心”，他想在不久的将来为新疆的2万亩棉花地实
现无人机喷洒农药……在他看来，这并不遥远。

作为国内一家商用无人机公司的联合创始
人，龚槚钦一直怀揣着“用无人机改变世界”的梦
想。经过7年坚持不懈的技术研发和积累，如今
他和伙伴们的极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是中国商
用无人机的先驱之一。 新华社记者 田建川 摄

“80后”龚槚钦是怎样
造出无人机的？

证券业分析人士认为，放开一人
一户限制加速佣金下滑，有利于互联
网金融战略领先的券商，投资者将流
向佣金率低、资金等综合实力强的券
商，行业分化加速。

放开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数量限
制将提升投资者在佣金率上议价能
力，在市场交投活跃时会使得投资者
对佣金率更为敏感，降佣需求增加。
同时，网上开户的便利性和低佣也会
使得存量和新增投资者选择那些在

“网上开户+低佣交易”战略领先的券
商，资金雄厚的券商在获取客户上比
较优势。

（新华社发）

放开“一人一户”
加速佣金率下滑

追思逝者的清明节已经过去，但一些医院却
面临犯愁的事：中国人讲究逝者入土为安。然而
记者走访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等一些医院发现，一
些人因车祸等原因去世后，遗体却没人认领，长期
存在医院里，最长的已存放20年。

无人认领遗体逐年增多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太平间共有

49个冷藏柜，目前31个被无人认领的死者遗体
占用，而且仍在增长。死者遗体长期存放带来开
支加倍、遗留问题等诸多麻烦事。“最早的是2001
年存进来的，由于没获得公安部门批准处理，只能
继续放着。”该院工作人员介绍说。

内蒙古人民医院太平间现有63个冷藏柜，其
中已有39个被无人认领的遗体占用。该医院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无人认领的遗体每
年都在增加，太平间运行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呼和浩特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当地其他
几家医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内蒙古民政厅
社会事务处副处长王庆民告诉记者，目前全自治
区平均每个县级殡仪馆存放着近10具常年无法处
理的死者遗体，其中无人认领的占多数。据统计，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太平间的遗体存放能力为197
具，目前存放着无人认领的遗体135具，占去大半。

积存原因多样 处理陷入困局
记者了解到，医院和殡仪馆积存的无人认领

遗体日益增多，处理困难，有多方面原因：
——缺乏死者登记资料。这些死者许多是因

为车祸等事故非正常死亡的，急救人员处理时或
未严格登记信息，或者无法了解死者有效信息，给
后期处理造成困难。加上遗体存放久了，了解情
况的人也越来越模糊，越拖越难处理。

——不少死者遗体被亲属遗弃。有些死者本
来有亲属、单位，可亲属和单位为了不掏存放费，
死活不认领。还有些有名、有主的遗体长期无法
处理，主要原因是死者遗体涉及事故等各类纠纷，
纠纷不解决，遗体就难于处理。

——因前期死者资料不全，或涉及纠纷等原
因，公安部门处理遗体有顾虑。

应完善法律政策
记者调查发现，广州、济南、乌鲁木齐等许多

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也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政
府部门和医院都很头疼。

专家建议，打破困局，根本出路还是完善法律
规定。在处理无人认领死者遗体的问题上，目前
主要的依据是1997年国家制定的殡葬管理条例
和地方性的规定，但是在法律层面仍缺乏明确细
致的规定。如对各种原因导致的“停尸不顾”现象
如何处理和惩处，公安、殡仪馆和医院等各个处理
主体的权责分配、权益保护措施等问题都需要法
律进一步明确，否则公安等部门处理起来就会有
顾虑，其他部门也是左右为难。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4月12日电）

尸体一存20年
何时入土为安？
——医院无人认领遗体处理难现象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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