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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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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朱剑 公务原因 郑刚 

董事 钱晓红 公务原因 范力 

董事 朱建根 公务原因 范力 

独立董事 权小锋 公务原因 尹晨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本报告期未拟定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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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吴证券 60155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纯 李永伟 

电话 0512-62601555 0512-62601555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电子信箱 weich@dwzq.com.cn dwzqdb@dwzq.com.c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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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31,287,348.87 94,360,454,517.84 -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146,173,035.64 20,820,301,873.51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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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9,688,650.82 -9,520,473,299.62 - 

营业收入 1,535,638,229.51 2,046,435,181.21 -24.96 

净利润 30,238,218.87 441,288,586.13 -9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253,717.77 426,849,816.17 -9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132,161.18 420,633,593.44 -95.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13 2.09 减少93.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14 -9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14 -92.8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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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11 693,371,528 109,000,000 质押 127,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未知 
4.90 146,984,145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3 130,000,000 0 无 0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城

市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 100,000,000 0 无 0 

张家港市直属公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 100,000,000 0 无 0 

苏州物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3 70,000,000 0 无 0 

苏州高新区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2.33 70,000,000 0 无 0 

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2.15 64,578,554 0 无 0 

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

产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6 61,832,770 0 无 0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7 53,12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

司、苏州信托有限公司之间为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苏州

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 100%

的股权，同时持有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70.01%的股权，因此，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和苏

州信托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发现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发现上述其他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公

司债券 

13 东吴债 122288 2013-11-18 2018-11-18 30 6.18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公

司债券 

15 东吴债 136022 2015-11-9 2020-11-9 25 4.15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面

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17 东吴债 143021 2017-3-13 2022-3-13 25 4.70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7 年 次

级债券 ( 第

一期 ) 品种

一 

17 东吴 01 145494 2017-04-26 2020-04-26 40.6 5.20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7 年 次

级债券 ( 第

一期 ) 品种

二 

17 东吴 02 145495 2017-04-26 2022-04-26 16.5 5.50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7 年 次

级债券 ( 第

二期 )(品种

一) 

17 东吴 03 145550 2017-05-22 2020-05-22 27.4 5.40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7 年 次

级债券 ( 第

二期 )(品种

二) 

17 东吴 04 145551 2017-05-22 2022-05-22 12.3 5.60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非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 第

一期) 

18 东吴 F1 150105 2018-01-29 2021-01-29 45 5.7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3.83   73.7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8   1.57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上半年我国 GDP 增速为 6.8%，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但在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信用债违约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外部不确定因素不容忽视，



对下半年 GDP 增长产生一定的压力，但同时伴随着消费升级、服务业向好、高端制造业投资动能

的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受多种因素影响，证券市场整体表现不佳，指数下跌幅度

较大，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上证综指收于 2847.42 点，下跌 13.90%；深证成指收于 9379.47

点，下跌 15.04%，创业板指数收于 1606.71 点，下跌 8.33%。受此影响，公司经纪、自营等相关

交易型业务受到冲击，公司相关收费型业务收入也同比出现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36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0.41 亿元，净利润 0.30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26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930.3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1.47 亿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 574,675,695.67 398,556,706.86 30.65 -9.69 -0.51 减少 6.40 个百分点 

投资银行业务 226,683,092.00 161,466,004.37 28.77 -50.20 -32.34 减少 18.80 个百分点 

投资与交易业务 511,269,907.94 618,092,396.95 -20.89 6.36 3.63 增加 3.19 个百分点 

资管及基金管理业务 174,308,358.90 154,172,783.10 11.55 -40.77 -21.29 减少 21.90 个百分点 

信用交易业务 315,858,696.05 63,436,324.64 79.92 47.90 33.64 增加 2.15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江苏省内 379,637,833.22 214,400,073.51 43.53 -29.75 -26.13 
减少 2.76

个百分点 

江苏省外 74,912,729.83 52,461,381.32 29.97 -26.54 -9.43 
减少 13.23

个百分点 

总部及子公司 1,081,087,666.46 1,223,410,460.59 -13.16 -23.00 11.73 
减少 35.17

个百分点 



合计 1,535,638,229.51 1,490,271,915.42 2.95 -24.96 3.26 
减少 26.53

个百分点 

①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 

近年来，经纪业务竞争愈演愈烈，行业平均收佣率持续下降。上半年，沪深两市（A 股+基金）

日均交易量 4,824 亿元，两市成交量继续保持低迷态势。受此影响，公司经纪业务面临较大的经

营压力。公司继续做好客户拓展与服务工作，搭建业务平台，建立财富管理体系；规划分类服务

体系，推进分支机构转型；持续加快产品中心建设，积极引进优秀产品，改进激励方案，全力推

动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改善收入结构。报告期内，公司经纪及财富管理实现营业收入 5.75 亿元，

同比减少 9.69%；代理买卖业务交易量（A 股+基金）11,336 亿元，同比上升 1%；市占率 1.146%，

比去年年末下降 3.3%；新增开户数 12.75 万户，新增客户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165%；代销金融产品

销售规模、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34.43%、79.63%。 

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拓展线上线下渠道，探索高效渠道合作模式。在已有成熟渠道深化的基

础上，联合线下营业部，积极拓展银行、线上财经类垂直渠道，为公司整体经纪业务持续输送客

户流量；继续推动传统经纪业务的数字化转型，采用以自主研发为主的开发模式，将人工服务数

字化、标准化、自动化，优化客户开户流程体验。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东吴期货有限公司开展期货经纪业务。2018 年上半年，东吴期货抢抓市

场机遇，借助原油期货上市及大宗商品行情波动较大的契机，加强产业服务力度，完善业务布局；

加强产品自主研发能力，不断丰富自主产品线，其中“火车头三号、五号”产品保持着稳定净值；

主动适应监管要求，严控防范合规风险，推动公司业务稳健发展。报告期内，东吴期货实现营业

收入 60,859.38 万元，净利润 959.63 万元。 

②投资银行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挖掘客户潜在需求，为存量客户和增量

客户提供多样化、精细化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深入对接企业和政府，全面推动业务种类、业务

结构的多元化和全产业链发展，在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做出品牌，做出特色。报告期

内，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实现收入 2.27 亿元，同比减少 50.20%。 

积极应对外部环境，股权融资业务稳步推进。上半年，公司股权融资业务围绕公司战略方针，

突出主业、积极应对、严控风险、稳中求进，创新发展与风控合规双轮驱动，在确保风控合规和

业务稳步发展的前提下，抢抓机遇，公司完成南京证券 IPO、苏试试验非公开发行股票，合计项



目总金额 12.64 亿元；完成山东矿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标的资产交易总金额 5.25 亿元。此

外，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也已于 7 月 24 日过会；盛虹集团下属国望高科并购

重组项目已于 6 月顺利过会，项目交易金额近 130 亿元，这是今年过会的第一单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重组上市项目，既是国有企业混改的典型案例，又创造了国开基金政策性投入、市场化退出的

典型案例。 

防风险促转型，打造优质固收业务平台。上半年，国债利率整体呈现震荡下行的走势，信用

债两极分化，信用利差和流动性利差显著扩大，政府平台类公司债和企业债监管仍然较为严格，

但 ABS、绿色债等国家鼓励的债券品种审核速度则明显加快。面对复杂的市场和监管环境，公司

高度重视信用风险的监测、排查和化解工作，及时化解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兑付风险，同时加强项

目拓展力度，深挖客户需求，设计创新型的业务品种，丰富项目结构，加强重点区域内的地方上

市公司、大型国有产业类企业、大型优质民营企业等客户群体拓展。上半年，公司主承销债券共

17 单，项目总金额 126.15 亿元。 

强化自律监管，新三板业务稳健发展。今年上半年，新三板市场发展遭遇一定的瓶颈，公司

积极调整新三板业务结构。在市场大幅萎缩的情况下，积极挖掘存量业务机会、延伸产业链服务。

公司一方面加强自律监管，牢牢把握风险防控主线，开展对 2017 年度所有推荐挂牌业务类项目的

自查、抽查工作；另一方面继续抢抓市场，夯实基础，加大产业链延伸，把业务前移，着眼孵化

期项目和初创型企业，为早期项目提供定制化多元化的全方位咨询服务，引导企业与资本市场接

触，利用东吴的区域优势嫁接有利于企业成长的资源，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上半年，公司新

增挂牌 7 家，目前督导企业 384 家。 

③投资与交易业务 

权益类证券投资方面，公司自去年以来积极推进投资管理模式转型，顺应行业专业化管理分

工趋势，公司精选优秀管理人机构，实现专业化的投资管理，但受两市股指大幅下挫的拖累，上

半年公司权益投资表现不佳。目前，公司已取得场外期权二级交易商的资格申请，丰富了公司业

务品种。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市场研究，在控制好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获取绝对收益。 

固定收益证券投资方面，上半年债券市场收益率总体趋势震荡下行，债市回暖，但是由于信

用事件的频发，市场信用利差开始分化，公司一方面继续以防范风险为核心，以获取低风险收益

为主要目标，做好投资账户的负债管理，完善负债期限结构合理分布，同时公司持续加强投研能

力建设，提高对市场利率走势的预判能力，防止债券投资组合收益出现过大波动。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东吴创新资本开展另类投资业务。面对严峻的监管环境，复杂的外部形



势，东吴创新资本继续深化 “固定收益+浮动收益”的业务盈利模式，从大宗交易和并购交易两

个角度切入，寻找市场机会；谨慎加大不良资产等另类投资业务，构建不良资产投资生态圈的投

资策略，规避资产包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增加了获取投资收益的机会。报告期内，东吴创新资

本实现利润总额 6,244.33 万元，净利润 4,699.43 万元。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东吴创投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业务。上半年，东吴创投一方面主动适

应监管形势，积极落实《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要求，初步实现了直投到私募

的转型；另一方面，东吴创投持续加强存量和新设基金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投资流程，对项目

组尽调工作组织核查，确保公司业务开展合法合规。报告期内，东吴创投实现营业收入 5,231.76

万元，净利润 3,571.97 万元。 

④资管及基金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资管业务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要求，全力推进业务转型，强化主动管理能力

建设，提升主动管理产品质量，加强存量业务风险排查和缓释，以质补量，实现业务转型突破。

但受资管新规等政策影响，公司资管受托管理规模继续下降，其中主要是通道类业务规模减少，

而主动管理规模则经受资金大规模赎回的考验，规模总体保持稳定，公司主动管理模式转型初显

成效。截至 6 月末，公司主动管理产品规模 362.41 亿元，保持在上年末的水平。此外，在“2018

中国财富管理机构君鼎奖”评选中，东吴证券的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绿色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荣获“2018 十大创新资管产品君鼎奖”。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东吴基金开展基金管理业务。2018 年上半年，在行业整体出现大幅波动

的前提下，东吴基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聚焦资管主业的发展目标，持续提升主动管理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保持正常运行，市场规模、运营效率、经营业绩保持稳中有进。截至 6 月

末，东吴基金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达 676.03 亿元，较年初增加 25.78 亿元，其中公募基金规模 292.19

亿元，专户资产规模 294.61 亿元，子公司专项资产规模 89.23 亿元。东吴基金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 125,59.56 万元，利润总额 2,259.13 万元，净利润 1,714.53 万元。 

⑤信用交易业务 

2018 年上半年，在股市震荡下行、质押业务风险事件频发、价格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公

司信用业务以控制风险为首要目标，坚持以提高资金收益率和优选低估值质押标的为主要策略，

积极落实融资用途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同时严把项目风险与合规关，优化业务质量和收益结构，

提高尽职调查工作的专业性，保障公司信用业务稳步健康发展。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上半年



信用业务总规模 202.74 亿元，其中融资融券业务规模 75.97 亿元，公司股票质押业务余额 122.79

亿元，公司约定式购回业务余额 3.98 亿元。 

⑥证券研究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研究咨询业务坚持以优化研究及服务为重点，以创新思维、服务机构为举措，

加强精细化管理，坚持以专业的研究、优质的地域资源为客户提供一流高效的服务，着力服务并

维护公募基金、保险资管、高品质私募等机构客户及其他各类重点客户，打造金融市场金牌影响

力。 

⑦创新业务 

2018 年上半年，东吴证券作为计划管理人和主承销商的中联东吴—新建元邻里中心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这是全国首单以社区商业物业为底层资产的 REITs 产品，

也是江苏省首单类 REITs，发行总规模 20.5 亿元。发展 REITs 业务，有助于优化社会融资结构、防

范金融风险、促进供给侧改革，也有助于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此外，公司今年还发行了创新创业

债 2 单，项目总金额 7.05 亿元，同时公司在可交换债、绿色创新创业可转债等其他多个项目上也

在积极推动。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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