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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2016-09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刘洪伟 董事 公务原因 陈良栋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31,871,49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民生控股 股票代码 0004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颖 王成福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

融中心 A 座 15 层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

融中心 A 座 15 层 

传真 010-85259595 010-85259595 

电话 010-85259007 010-85259036 

电子信箱 sz000416@163.com sz000416@163.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典当、财富管理及保险经纪等业务。 

1、典当业务 

公司下属民生典当持有商务部颁发的典当经营许可证，业务开展地点集中在北京市，以位于东城区的总部及位于西城
区的宣武分公司为经营场所，服务对象主要包括中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具体业务涵盖房地产典当、汽车典当、民品典当
以及财产权利业务。2015年以来，民生典当借助资本金增加的契机，积极探索典当业务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不断创新
业务种类，以灵活、浮动的市场化费率为竞争手段，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了典当业务快速发展。2015年民生典当分
别获得了经济观察报举办的“2014-2015中国最受尊敬社会推动企业奖项”和“2014-2015年度中国卓越金融奖年度卓越中小企
业服务金融机构奖项”，民生典当在社会上和行业中的知名度得到有效提升。 

典当行业能较好适应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是我国多元化融资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
、利率逐步下行、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等因素叠加影响，民生典当逐步进入平稳增长的新常态阶段。 

2、财富管理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民生财富持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所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证书》，主要业务系为高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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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人群、机构客户等提供理财规划、综合资产配置方案服务，收入来源主要为顾问咨询业务和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2015年，民生财富加快全国布局，在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宁波、深圳、广州等地开设分支机构，不断充实员工
队伍，加强产品研发，有力地支撑了财富管理业务的开展。2015年民生财富荣获经济观察报颁发的“2014-2015最值得托付
财富管理机构”、“2015年度综合实力财富管理机构”、“2015年度卓越影响力财富管理公司”以及第五届中国公益节颁发的“2

015公益践行奖”。 

财富管理业务作为公司新拓展的业务，发展较为迅速，但因为是新行业、新业务，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
，产生了新课题，客观上促使公司思考、研讨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与经济形势和行业监管相适应的问题。 

3、保险经纪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民生保险经纪是具备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经纪资质的全国性保险经纪公司，其业务主要包括风险管理
咨询业务、保险承保业务与协助索赔业务，主要产品为财产保险、人寿保险、责任保险及其相关增值服务产品。民生保险
经纪客户分为法人客户和自然人客户，其中法人客户占比达到95%以上。民生保险经纪收入来源以保险公司所支付的佣金
为主，其合作方包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大型保险公司。 

目前，公司保险经纪业务正处于初步培育阶段，业务规模、市场竞争能力及持续盈利能力有待进一步发展提高。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34,658,487.49 455,825,898.38 473,435,135.71 -50.43% 482,258,450.42 490,692,44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1,337,140.52 87,926,911.09 88,243,076.93 -75.82% 4,463,175.32 5,889,41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091,065.93 2,734,314.84 2,734,314.84 -578.77% 7,293,057.48 7,293,05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62,355,882.27 -137,583,544.89 -174,791,447.25 135.67% -2,717,176.75 5,581,211.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1 0.1653 0.1659 -75.83% 0.0084 0.0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1 0.1653 0.1659 -75.83% 0.0084 0.0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5% 10.08% 9.31% -6.96% 0.56% 0.67%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420,965,708.65 935,485,726.77 1,037,047,040.23 37.02% 935,331,083.31 1,035,490,61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870,437,876.74 874,266,162.06 974,582,327.90 -10.69% 787,498,629.47 870,358,242.8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无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678,716.18 41,803,137.23 68,083,837.50 106,092,79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02,467.55 15,445,877.76 -44,003,079.31 39,591,8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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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9,544.33 104,089.61 -8,101,513.92 -2,934,09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919,298.92 14,982,028.10 18,301,798.71 87,991,354.3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7,56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4,40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泛海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56% 

119,981,4

28 
119,981,428 质押 119,981,400 

杨蓉 
境内自然

人 
0.65% 3,447,500 3,447,500   

潘明欣 
境内自然

人 
0.53% 2,804,000 2,804,000   

冯根宝 
境内自然

人 
0.53% 2,800,010 2,800,010   

孙贤明 
境内自然

人 
0.43% 2,304,731 2,304,731   

王治申 
境内自然

人 
0.43% 2,288,000 2,288,000   

戴晓妹 
境内自然

人 
0.40% 2,104,975 2,104,975   

李学锋 
境内自然

人 
0.39% 2,100,000 2,100,000   

丁洁 
境内自然

人 
0.38% 2,023,120 2,023,120   

楼琛 
境内自然

人 
0.31% 1,671,100 1,671,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已知第一大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以

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杨蓉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50,000 股；

股东孙贤明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04,731

股；股东王治申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88,000 股，股东戴晓妹通过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2,094,37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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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 年以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党中央、国务院保持战略定力，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施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组合，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

高速，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发展态

势。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在 2014 年完成一系列兼并重组、启动业务转型的基础上，公司在 2015 年进一步明确了发

展方向和战略，积极构筑金融服务与科技创新业务相结合的投资控股平台，不断做大做强中小微金融服务业务，全力实施资

产重组，开拓科技创新业务，以实现产融结合、双轮驱动，致力于开创转型发展的新局面，为公司后续业务转型升级奠定基

础。 

报告期内，证券市场剧烈震荡，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变化，公司经营和管理面临严峻挑战。公司及时反应，积极应对，

一方面大力拓展主营业务，采取多种措施不断提升业务规模；另一方面公司加强调研分析，适时调整投资策略。在全体员工

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主要业务保持了快速发展，证券投资积极稳妥，全年经营业绩同比虽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总体实现了相

对稳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4.21 亿元，同比增加 37.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8.70 亿元，同比减少 10.69%；全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2.35 亿元，同比减少 50.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2133.71 万元，同比减少 75.82%。2015 年度公司实现每股收益 0.0401 元，同比减少 75.8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5%，同比减少 6.96 个百分点。 

2015 年，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全力推进公司并购重组工作，适时推进公司业务转型升级。 

2015 年，公司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对市场的思考，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发展战略，即构筑“金融服务与科技创新业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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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投资控股平台。按照这一战略目标，公司继续寻找优质项目和投资机会，以形成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支撑。报告期内，

公司收购民生财富，初涉财富管理行业；加大对科技创新业务的投资，启动收购三江电子暨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虽然最

终未能成功，但公司仍将以开放的心态继续寻找优质的项目资源，继续推进公司业务转型升级，不断把公司资产做大、业务

做强。 

（二）想方设法抓经营增效益，各业务板块稳健发展。 

2015 年，民生典当通过加强业务开拓、创新业务种类和提升内部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管理目标和业务指标。2015

年，民生典当实现营业收入 4954.45 万元，同比增长 90.07%，实现净利润 2421.09 万元，同比增长 103.13%。同时，为继续

做大做强典当业务，2015 年公司联合泛海能源按照持股比例对民生典当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民生典当注册资本将增加

至 3 亿元，资本实力跃居北京市前列，这将进一步提升民生典当资本金规模，增强民生典当盈利能力。截至目前，民生典当

增资事宜已经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2015 年，民生财富加速全国营销网络布局，加强产品研发，提升服务水平，有力地支撑了业务开展。2015 年，民生财

富实现营业收入 18057.28 万元，同比增长 925.44%，实现净利润 1040.20 万元，同比增长 3189.69%。 

2015 年，民生保险经纪调整优化了组织机构，大力引进一线业务人员，在武汉设立了华中代表处，加快市场拓展及后

续服务辐射力度，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76.12 万元，同比增长 45.84%，因员工人数和办公职场费用增加的原因，全年实现净

利润 240.48 万元，同比减少 31.08%。 

2015 年，证券市场波动剧烈，增加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难度。公司谨慎合理地开展证券投资工作，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宏

观经济走势，根据二级市场行情，搜集整理行业、上市公司资料，遴选股票池，并对其中的股票进行组合投资和针对性操作，

公司股票投资实现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合计 457.82 万元。同时利用公司闲置资金，通过购买基金、信托产品、进行国

债逆回购交易等多元化资产配置增加公司收益，共实现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合计 3202.56 万元。 

（三）全面加强所属公司的经营管理，促进所属公司健康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对所属公司工作的支持监督指导，协助其在组织机构、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基础建

设，强化对所属公司的管理、监督、协调和服务。根据日常管理中梳理发现的问题和业务发展需要，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管理

授权办法并下发执行；加强所属公司体制、机制建设，完善薪酬考核体系，增强员工业务拓展积极性；加快分支机构建设和

布局，有效提升公司业务规模；强化市场化业务拓展力度，不断提升竞争能力。通过加强经营管理，所属公司均全面完成年

度经营计划，无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四）强化内部控制建设，加强内控监督检查。 

2015 年，公司继续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内部控制措施，加强内控监督检查。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和

监管部门最新法规及监管要求，积极开展内控自查，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对原有的内控架构及制度、

流程进行认真梳理和修订完善；充实内审力量，强化内审管理，稳步推进公司内审工作，提升监督效果；同时，充分发挥中

介机构的专业优势，协助公司进行风险梳理，确保公司业务合规、风险可控、内控有效。 

（五）积极开展融资工作，为公司业务转型提供资金保障。 

2015 年，公司紧盯市场和政策变化，紧紧抓住市场机遇，积极开展不超过 5 亿元私募债发行事宜，并获得深交所无异

议。公司将根据债券市场变化情况，结合公司业务转型升级进程，适时启动发行工作。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公司报告期内收购民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务范围拓展至财富管理行业。除此外，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产品或服

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典当 49,187,357.79  100.00% 90.77%   

投资与资产管理 180,352,768.13  100.00% 924.1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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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4,658,487.49 元，比上年减少 50.43%，营业成本 334,592.00 元，比上年减少 99.91%，主

要原因为公司 2014 年末剥离了商品零售业务，2015 年公司收购了民生财富，主营业务变更为典当、保险经纪及财富管理等，

故营业成本较低。 

    2015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133.71 万元，同比减少 75.82%，主要原因为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及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 年 5 月，本公司与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民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按照协议公司受

让民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价格 350,797,200 元，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已完成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批准报送日期：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一、重要提示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