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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9                           证券简称：东方财富                          公告编号：2018-048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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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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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财富  股票代码 3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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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威 杨浩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金座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金座 

电话 021-54660526 021-54660526 

电子信箱 dongmi@eastmoney.com dongmi@eastmoney.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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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1,634,753,572.05 1,093,917,464.35 4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8,611,949.16 260,101,015.71 11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50,443,867.64 256,127,078.01 114.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32,619,939.00 -532,325,282.72 650.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5 0.0507 11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85 0.0507 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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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4% 2.01%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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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86,598,274.50 41,844,755,125.95 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73,410,802.02 14,677,866,903.90 4.0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0,16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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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境内自然人 23.81% 1,230,620,120 922,965,090 质押 447,480,000 

沈友根 境内自然人 2.91% 150,493,594    

陆丽丽 境内自然人 2.85% 147,436,693  质押 147,427,200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9% 108,051,02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7% 81,046,656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77,6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2% 67,975,136    

鲍一青 境内自然人 1.21% 62,787,634 47,090,726 质押 28,596,000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其他 1.21% 62,738,074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 59,137,5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其实先生与沈友根先生系父子关系，与陆丽丽女士系夫妻关系，

三人合计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8%。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5,200,546股外，还通过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2,850,480股，实际合计持有

108,051,02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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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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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单位：万元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可转换公

司债券 
东财转债 123006 2017 年 12 月 20 日 2023 年 12 月 20 日 464,949.40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

为 0.2%、第二年为 0.4%、第三年为

0.6%、第四年为 1.0%、第五年为

1.5%、第六年为 2.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6.12% 64.92% 1.2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23 7.85 -20.6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整体战略目标，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努力克服市场景气度下降对行业的

显著影响，积极推进并全面落实年度工作计划，进一步加强互联网金融服务大平台的升级和完善工作，强

化研发创新，不断提升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1,634,753,572.05元，同比增长49.44%，营业总成本1,108,630,415.39元，同比增长24.24%，报

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8,611,949.16元，同比增长114.77%。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证券业务发展，充分发挥大平台和海量用户的核心竞争优势及整体协同效

应，加强服务网点建设，为用户提供优质证券业务服务。报告期证券经纪业务和融资融券业务同比实现较

快增长，证券用户规模进一步增加，证券业务相关收入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做好基金第三方销售服务业务，持续丰富平台产品，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服务

平台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基金投资者规模进一步增长。截至2018年6月30日，天天基金

网2018年上半年日均页面浏览量为690.87万，其中，交易日日均页面浏览量为922.67万，非交易日日均页

面浏览量为245.97万；天天基金服务平台日均活跃访问用户数为160.89万人，其中，交易日日均活跃访问

用户数为199.81万，非交易日日均活跃访问用户数为86.21万。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平台

共计实现基金认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交易31049982笔，基金销售额为3,025.55亿元，同比增长90.80%，其

中“活期宝”共计实现申购交易9024912笔，销售额为1,930.21亿元。报告期内，金融电子商务服务业务

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金融数据服务业务，进一步加大终端产品研发投入，优化和完善产品功能，

提升用户体验，进一步提升产品服务能力和水平。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和完善Choice金融终端模块、

功能及相关数据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做好超募资金项目的运维工作，加强剩余超募资金的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集团化财务管理工作，提升资金管理能力和水平，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

金管理效益；同时，进一步加强财务信息化系统建设，进一步发挥财务职能作用。报告期内，进一步完善

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完成了公司201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工作，

员工积极性和凝聚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开展内部培训工作，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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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能力和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与投资者保持良好沟通关系。报告期内，公司共接

听投资者来电503个，回答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提问100个，回复投资者邮件118封，举行网上业绩说

明会和反向路演活动各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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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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