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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方正证券 60190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郁柳 谭剑伟 

电话 0731-85832367 0731-85832367 

传真 0731-85832366 0731-85832366 

电子信箱 pub@foundersc.com pub@foundersc.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4,451,760,331.07 154,425,206,383.05 -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4,841,520,797.21 34,958,090,717.59 -0.3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793,987,331.17 21,527,102,725.69 -122.27 

营业收入 4,487,622,273.03 5,618,779,550.64 -2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152,250,085.97 2,926,052,501.90 -2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9,435,158.76 2,926,964,528.71 -26.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10 9.15 减少3.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6 -2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6 -27.78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24,18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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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北大方正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27.75 2,284,609,852   无   

北京政泉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1.86 1,799,591,164 1,799,561,764 冻结 1,799,591,164 

哈尔滨哈投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40 197,556,999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2.12 174,439,423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1.69 138,731,200   无   

方正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54 127,048,700   质押 127,048,700 

万华天智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48 121,900,000   质押 100,000,000 

乐山市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29 105,955,845 105,955,845 质押 40,000,000 

嘉鑫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88 72,493,461   无   

东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85 69,579,81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向上述股东书面询证并取得书面回复的情况如下： 

1、方正集团与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确认为关联关系：方正产业控

股有限公司为方正集团控股子公司，除此之外，与上述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万华天

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嘉鑫投资有

限公司、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认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总体经营情况 

2016年上半年，公司克服了市场低迷、交易量下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取得了良好的经

营业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88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2 亿元。截

至 2016年 6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 1,444.5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8.42亿元。 

3.2 主营业务分析 

1、经纪业务 

2016 年上半年，市场行情低迷，在市场交易量、佣金率双降的情况下，公司经纪业务在稳住

现有业务优势基础上积极转型创新，聚焦开户引流、产品销售、机构客户及高净值客户的培育和

开发，实现网络与网点并重，线上与线下互补，向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和机构业务转型升级，

不断优化完善独具方正特色的精细化、全程量化的管理考核体系，推进网点向综合化、标准化、

轻型化转型升级，实现收入多元化，稳住粮仓，确保利润，推动了公司经纪业务持续快速增长。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经纪业务收入 19.19 亿元，经纪业务利润 11.41 亿元，拥有证券营

业网点 295 家，网点数量排名行业第四位，覆盖全国 27 个省级区域。 

市场份额持续快速增长。公司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市场份额连续四年高速增长后，2016

年上半年又增长了2.97%，代理买卖净收入市场份额已达到3.12%。其中，方正证券母公司上半年

代理买卖净收入市场份额达到2.49%，五年累计增长52%,是代理买卖净收入市场份额增长最快的大

型券商。  

依托网点与网络并重，线上与线下互补的互联网金融战略获取海量客户。2016年上半年，公



司继续拓展银行渠道，深化与各大银行 “总对总，营对支，平对平”的合作体系，与9家全国性

大型银行形成战略合作，同时依托互联网金融平台，线上实现突破。2016年上半年公司新开客户

139万，新增投资者占比10%，行业排名第二。截至6月末，公司客户总数达到722万户，较2015年

增长24%。 

向财富管理转型，不断完善产品及服务体系。截至6月末，公司已建立完整谱系的“泉友会”

服务产品体系，包括投顾服务类、咨讯信息类、软件工具类等，多维度服务客户,满足和多元化需

求。2016年1-6月实现服务产品收入6,068万元，占公司代买收比重4.13%，此占比较2015年增长

12.02%，收入贡献明显提升。初步建立门类齐全的金融产品体系包括低起点的金小宝、金量宝、

金大宝、现金港、银行理财，以及针对高净值客户的私募FOF产品、量化系列。 

2016年上半年公司机构业务客户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新增388家机构客户；私募PB业务快速发

展，综合服务规模达到194亿，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40%；机构投顾、基金做市、收益互换等创新业

务也初建成效。公司将加快推进大机构业务体系建设，力争搭建完整的机构业务新框架；聚焦重

点机构业务、推动创新业务发展，进一步壮大公司机构客户数量及机构业务规模，竭力为机构客

户提供专业的综合金融服务。 

2、自营业务 

2016年上半年，自营业务由于仓位和结构的控制，整体优于行业平均水平。权益投资部采用

灵活的投资策略，积极主动加强研究套保策略，建立量化投资模型，积极主动的调整配置结构和

仓位。权益投研一体化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实现了各重要细分行业的全覆盖。投资团队严控仓位，

以稳健增值为主要原则，确保投资组合具备较好的安全边际前提下，追求超额收益。 

固定收益业务方面，公司把握市场有利时机，综合研判市场利率走势及信用风险等因素，择

机适当扩大投资规模，并搭配国债期货等创新业务，为公司带来可观的投资收益；大力发展交易

类业务，增加了公司的整体交易量及市场影响力，扩大了有效交易对手群；针对国内券商传统固

定收益业务向FICC业务转型的大趋势，公司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汇、黄金、大宗商品等领域相关业

务的开展、研究和人才储备。 

创新投资业务方面，上半年非标准化金融产品的发行规模和利率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在维

持公司原有投资策略的同时，制定了通过各类金融产品连接资产和资金两端的战略，利用自有资

金优势，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工具，结合其他金融机构等资金客户的渠道，深入挖掘企业客户的

综合金融服务需求，实现创新投资业务发展带动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业务发展。 

3、资产管理业务 



2016 年上半年，资产管理分公司围绕投研、产品、营销的核心竞争力，重塑组织架构；梳理

和重建资产管理的授权体系和管理流程，完善风险合规管理，推动建设符合现代资产管理的组织

体系。在团队建设方面，在深圳、上海成立业务团队，从建设银行、中国人寿、博时资本、平安

信托等大型机构引入 20 余名高端优秀人才。加强新业务领域的开拓，将产品设计方向从单一投资

发展为多元化的资产配置，资产证券化、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产品等新兴产品与日俱增。在业务

开展上，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实施差异化经营，重点发展机构业务，为以银行为主的机构客户提供

投融资一体化的综合资产管理服务，在规模、收入、客户数量等方面取得全面增长。报告期内，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受托规模为 56.18 亿元；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托规模为 645.92 亿元；专向资产

管理计划受托规模为 4.22 亿元；受托资产总规模 706.33 亿，同比增长 60.75%。存续产品数量已

升至 252 支，同比增长 142.31%。公司主动型管理业务规模超过 98.66 亿元，较期初增长 37.17%；

公司加强了新业务领域的开拓，新成立集合产品 8 只，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规模超过 42.9 亿元，

同比增长 4.56%。公司各资产管理计划均取得较好业绩，其中“长九 1 号”、“晋商 1 号”本期复

权单位净值增长率分别进入同类产品前 20%（据 wind 统计）。 

4、信用业务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 242 家营业部获准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信用账户累计开户 98,750 户，

是上年同期的 1.06 倍；融资融券余额 161.80 亿元，占市场融资融券余额份额为 1.90%。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开通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客户 1,075户；累计初始交易金额 17.75

亿元，其中报告期内新增初始交易金额 0.38 亿元；期末待购回金额 0.35 亿元；公司累计开通股票

质押交易权限客户 22,475 户；累计初始交易金额 215.96 亿元，其中报告期内新增初始交易金额

81.27 亿元；期末待购回金额 106.45 亿元。 

5、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抓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业务）快

速发展的机遇，强化全国股转系统业务，以新三板挂牌业务为基础，同时大力加强做市、定增、

债券等延伸业务的推进。发挥公司整体优势，加大系统性资源开发力度，共完成签约项目 101 家，

完成协议余额 13,029 万元，同比增长 27%；实现挂牌家数 39 家，同比增长 144%，另外做市业务

有序开展，已成功为 65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开展做市交易，各项定增等延伸业务开展情况良好。 

随着市场对投资门槛降低、竞价交易推出、转板制度落地以及并购交易活跃的预期，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将得到快速的发展，同时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将进一步加大。2016 年，公

司将继续扩大各项业务展业区域、提高团队素质，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全业务链，



提高全方位服务中小企业的综合业务能力及盈利能力。 

6、研究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研究所秉承“夯实基础研究能力，前瞻研究制胜”的理念，以大类资产配置为

统领，以“定价能力”为核心，为客户赢得了更大增值空间。 

研究所不断强化对机构投资者等各方的研究服务，分享交流最新成果，解读经济发展趋势、

探讨市场未来走向。各行业分析师持续从多领域就各种热点、重点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深度研究；

一个研究覆盖基本完整、具有明显特征的大中型卖方研究所的格局已经形成，研究所在宏观策略、

中小盘、传媒、军工、医药、电子、通讯、计算机、化工、食品饮料、有色、汽车、环保与公用

事业、金融工程、轻工、非银行金融、家电、房地产、新三板等等领域持续扩大影响力。 

7、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2016年上半年，公司共代销金融产品规模1,653.23亿元，销售收入823.77万元。 

8、其他创新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获批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融资业务试点资格，进一步有效补充了公司信用业

务体系。公司还在积极筹划新三板股票质押式回购，ETF 股权做市，账户管理，权益类互换交易

等创新业务的资格申请工作。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本公司 2016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