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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2017-26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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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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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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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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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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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5259007 010-8525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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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5,733,857.93 143,655,716.27 -7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357,722.99 -3,419,567.23 51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6,594,268.69 -47,846,776.07 1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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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029,618.19 -204,599,051.36 77.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0 -0.0064 521.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0 -0.0064 521.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0.40% 上升 2.0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05,974,274.40 920,886,016.65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3,971,939.09 877,234,963.56 -1.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1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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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81,428  质押 119,981,400 

红槿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8% 22,215,673    

鞠钱 境内自然人 1.68% 8,958,50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融鑫 9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04% 5,508,30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

国投·鑫鑫向

荣 87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5% 5,065,117    

周建国 境内自然人 0.93% 4,929,900    

张玉敏 境内自然人 0.53% 2,800,000    

邱伟豪 境内自然人 0.37% 1,950,485  质押 1,500,000 

彭钟慧 境内自然人 0.35% 1,843,400    

陈天虹 境内自然人 0.33% 1,77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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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鞠钱通过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958500 股；股东

周建国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29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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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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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趋于明显，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增强。金融行业监管力度升级，

全面加强金融整顿的局面已经形成。公司按照董事会确定的战略规划和年度工作目标，努力推进现有业务发展，积极提升内

部管理水平，不断强化风险管控，各项工作稳健有序开展。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9.06亿元，比上年末减少1.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8.64亿元，比上年末减

少1.51%。净资产减少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共派发现金红利2,659.36万元。2017年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73.3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5.13%，主要原因为公司2016年11月剥离了民生财富，不再将民生财富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17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5.7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19.87%。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1、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管理层选聘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采取累积投票制，通过依法合规的选举机制和选举流程，顺利完成

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并选聘了新一届管理层，确保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

完善和规范运作。 

2、稳步推进现有业务拓展，提升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子公司民生典当抓住时机充分发挥其在房产业务方面的优势，使得房地产典当业务收入得到较大增长；同时，

加强财产权利典当业务拓展力度，积极开展新三板股权质押业务，财产权利典当业务取得新成效；民品典当业务着重于保值

空间较大的黄金类民品业务，为公司提供较为稳健的利润贡献。此外，公司积极探索、创新业务种类，重点研究、分析了仓

单质押业务、财富产品收益权质押业务等创新业务可行性，为后续业务拓展奠定了基础。公司的保险经纪业务在续接固有业

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业务，强化市场开拓，丰富业务来源和种类，提高了收入规模，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3、尝试多元资产配置，稳健投资证券二级市场。 

报告期内，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公司按照多元化投资策略进行资产配置，投资4300万元购买信托产品，进行国债逆回

购。鉴于股票市场整体呈现分化走势，市场波动加大，公司坚持审慎的原则，稳健投资证券二级市场。 

4、稳步推进各项风控工作，落实全面风险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年度工作计划，积极、稳妥地推动风控各项工作。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垂直化管理要求，

定期总结年度风险管理工作执行情况，编制风险日常监控表、风控人员统计表、月度工作简报等风控信息；结合实际情况，

修订及新增了《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典当公司逾期贷款管理制度》、《证券投资业务工作规范（暂行）》等30项制度，分类

编制了制度汇编，进一步完善公司制度体系；注重风控知识的宣传工作，编制《热点资讯参考》20期；深度介入所属公司大

额项目尽职调查及复杂商业谈判，通过专项调查等监督手段全面管控经营风险；此外，在不断加强事前、事中风险管控的同

时，还通过综合审计、预算监督、每周经营周报、日常合同审核、证券持仓情况盘点、大额资金使用审批等手段，确保公司

运营符合内外部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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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积极落实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提升股东回报。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执行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于2017年6月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现金

红利0.5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红利2,659.36万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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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自2017年6

月12日起施行。根据通知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

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该变更对公司上半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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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报告期合并范围为三家，分别为北京民生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民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及民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一家，主要原因为公司2016年11月完成民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工作，民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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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页）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批准报送日期：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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