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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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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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永良先生 因工作原因 王进先生 

董事 杨旭岑先生 因工作原因 芮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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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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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溢融通 600830 大红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菁 刘茜 

电话 0574-87315310 0574-87315310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西河街158号 浙江省宁波市西河街158号 

电子信箱 slt@sunnyloantop.cn slt@sunnyloant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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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7,596,298.44 3,090,553,048.12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04,941,202.33 2,100,647,876.65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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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362.99 -156,113,418.91   

营业收入 440,214,516.73 519,437,598.23 -1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575,276.99 30,218,105.07 -8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312,972.04 10,912,860.80 -148.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265 1.488 减少1.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2 0.067 -82.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2 0.067 -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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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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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2.04 54,710,381 0 无   

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9.90 45,000,000 0 无   

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99 22,681,625 0 无   

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97 13,500,000 0 无   

宁波市郡庙企业总公司 其他 2.76 12,546,841 0 质押 12,546,841 

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20 5,460,000 0 无   

浙江国信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0.73 3,327,138 0 无   

宋天峰 境内自

然人 

0.69 3,132,963 0 无   

黄春芳 境内自

然人 

0.66 3,000,000 0 无   

林高 境内自

然人 

0.60 2,728,1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为中国烟草总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为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全资子公司；浙

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中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由浙江省

人民政府全额出资并授权浙江省烟草专卖局行使出资人

权力，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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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上下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工作目标，埋头

苦干，积极进取，各项业务保持了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36亿元，同比下降 6.51%；实现利润总额 1471.17万元，

同比下降 6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53万元，同比下降 81.55%。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增强，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同比增加。 

（一）总体业务规模持续增长。类金融业务克服资源紧张等不利因素，深挖内潜、积极作为，

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典当业务立足市场分析需求，丰富产品拓展渠道，上海、杭州、宁波三个地

区的典当业务存量均实现了不同程度增长。担保业务积极开辟新业务方向，报告期业务规模增幅

较大。租赁投资深入调查租赁和投资业务的行业集中度和投资周期性，掌握好收益与风险的平衡，

努力发展特色精品业务。 

（二）风险资产处置不断推进。年初风险管理领导小组及各单位制定计划，齐心协力，总结

历年清收经验，加大清收力度；层层分解清收任务，落实到位；改进工作机制，提高效率；加强

与法院、中介机构的沟通联系，加快进程。通过半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企业规范治理扎实推进。一是加强制度建设。结合市场情况，修订完善了相关业务操

作指导意见、风险资产处置工作细则等，严格防控风险，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规范处置流程，

提升风险资产处置率。组织开展了内控自查工作，重点核查存量业务相关的制度建立健全和贯彻

执行情况，做到边自查边整改，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依、执行到位。二是按部实施信息化建设。

在前期充分深入调研需求的基础上，典当、担保业务系统于 6 月 15 日上线测试，7 月 17 日试运

行，8月 20日开始全面运行，实现了部分业务模块数字化管理。三是推进贸易业务板块化建设。

逐步完善贸易业务的机构设置、工作机制、内控管理制度，推进贸易业务向经营管理集中化，业



务开拓板块化方向发展。四是优化考核办法，完善考核机制，调动干部员工积极性。 

（四）企业党建和文化建设持续深化。紧紧围绕公司中心工作，积极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工作要求。一是党的建设不断加强。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学习

为抓手，积极开展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加强与党建优秀企业学习交流，学习先进理

念和做法；全面实现党务台账电子化管理。二是从严治党不断深入。扎实推进廉洁自律建设，加

强廉洁风险防控管理。上半年，集团本部综合支部被海曙区直属机关党工委评选为区直机关优秀

基层党支部。三是队伍素质不断提升。健全培训体系，依托香溢网络学堂，通过线上线下、内培

外训、专题学、自主学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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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1.合并范围增加 

2018年 1月，子公司香溢融通（浙江）投资有限公司与景行天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合

伙协议》，合伙设立宁波邮迅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邮迅投资出资总额为 4,150 万元，其中

香溢投资（浙江）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4,100 万元（2018 年 1 月 5 日已实缴出资）；景行天成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即基金管理人出资 50万元。由于香溢投资（浙江）对该公司拥有

实质控制权，本期该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合并范围减少 

2017年 1月，子公司香溢融通（浙江）投资有限公司认购“北方信托香溢融通 1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份额 3000万元。该信托计划规模 6000万元，存续期 18个月。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优先受益委托人，认购优先级份额 3000万元，享有年化固定收益；香溢融通

（浙江）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般受益委托人，认购劣后级份额 3000万元。由于香溢融通（浙江）

投资有限公司拥有该结构化主体的所有可变回报并承担所有可变回报的风险敞口，对该结构化主

体拥有实质控制权，2017年度该结构化主体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该信托计划已终止，并进行清算，已向优先受益委托人、一般受益委托人分配了本

金及收益。截止 2018年 3月 30 日，香溢投资（浙江）合计收到清算分配款 1686.34 万元（其中

一般受益委托人本金 3,000 万元、一般受益委托人信托收益-1,313.66万元）。因此本期该结构化

主体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邵松长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