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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6              证券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2018-021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4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8]245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详见公司于 9 月 5 日发布的

相关公告。根据《问询函》要求，公司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认真分析和

核实，现对相关问题回复及说明如下： 

1、公司上半年实现信托业务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0.52 亿元，同比下降

13%，这是公司 2013 年以来首次出现信托业务收入同比下降。请公司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新增的信托计划金额、到期清算的信托计划金额、报告期内清算

项目的加权平均实际年化信托报酬率及上述数据的同比变化；（2）报告期内清

算信托项目的主要投资去向，请按资产类别和按行业类别分别列示；（3）结合

市场和政策变化说明信托业务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 

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信托项目及到期清算信托项目同比变化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新增信托项目 888.60 亿元，比上年同期 428.83 亿元，增加 459.77

亿元，增幅 107.21%；报告期内清算信托项目 692.13 亿元，比上年同期 494.14

亿元，增加 197.99 亿元，增幅 40.07%； 报告期内清算项目的加权平均实际年化

信托报酬率为 1.96%，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45 个百分点。 

 

（2）报告期内，清算信托项目主要投资去向情况如下： 

①清算项目按资产类别分类为： 

资产类别 金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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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 403.05 

长期股权投资 42.81 

财产权（注 1） 115.62 

资产收益权等（注 2） 130.65 

合计 692.13 

注 1：主要包括银行信贷资产、信用卡分期等债权及其附属权益设立财产权信托，以及与集

合资金信托项目配套设立的债权等财产权信托 

注 2：主要包括房产收益权、债权收益权、股权收益权、资管计划收益权等资金信托项目 

 

②清算项目按行业类别分类为： 

行业类别 金额（亿元） 

批发和零售业 192.4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2.79 

信贷资产转让 114.62 

房地产业 72.78 

农、林、牧、渔业 39.11 

建筑业 36.54 

建筑业 30.7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83 

采矿业 2.18 

制造业 2.0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7 

住宿和餐饮业 0.1 

其他 52.3 

合计 6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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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报告期内，信托业务收入下降的原因说明： 

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稳中趋缓，在资管新规和一系列监管政策的

共同作用下，金融去杠杆进程加快，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收缩，市场资金面整体趋

紧。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网站公布的《2018 年 2 季度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信托

行业管理资产规模 2018 年 1 季度和 2 季度连续出现负增长。信托业务收入增速

也出现了明显下降，2 季度全行业当年累计信托业务收入同比增速较 1 季度下降

11.52 个百分点；2 季度全行业新增信托业务收入同比增速从 1 季度的 13.63%降

至-7.38%，不仅增速下降幅度较大，而且绝对数值比去年同期还有所下滑。据用

益信托网数据，2018 年以来信托行业集合信托平均发行成本持续攀升，6 月达到

7.61%，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1 个百分点。 

公司上半年根据资管新规在过渡期内对业务各方面的监管要求，从资产端、

资金端、客户端严格对标监管标准对存量项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风险排查，并

对存量业务积极加快主动调整。综合上述，受宏观经济形势及监管政策影响，信

托报酬率有较大下降，因而信托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12.53%。 

 

2、公司上半年投资收益损失 0.72 亿元，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4.32 亿元，是

导致业绩下滑的重要原因。请公司：（1）按资产类别列示报告期内处置金融资

产的交易价格和账面价格，并说明亏损金额前三位的金融资产合计亏损是否达

到亏损总金额的 50%，如果是，请披露前三位金融资产的基本情况和处置情况；

（2）按资产类别列示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情况，并说明公允价值下跌前三位的金融资产合

计下跌金额是否达到下跌总金额的 50%，如果是，请披露前三位金融资产的基

本情况。 

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损失 0.72 亿元，主要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账面成本 交易收入 投资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权益法） 不适用 不适用 44,31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不适用 不适用 6,5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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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处置收益（除自营证券） 
不适用 不适用 3,178,551.80 

处置自营证券 1,611,293,107.59 1,244,962,546.73 -366,330,560.86 

处置基金获得的投资收益（注 1） 375,248,114.00 472,394,566.04 91,647,596.26 

应收款项类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不适用 不适用 134,584,439.20 

结构化主体取得的投资收益 不适用 不适用 13,752,695.70 

合   计   -72,337,277.90 

注 1：处置基金交易收入与账面成本的差额为含税收入，投资收益为不含税收入。 

 

由于 2018 年上半年资本市场股价下跌影响，公司股票投资产生损失，报告

期内公司投资收益为负，全部为处置自营证券产生的损失。 

   

    （2）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情况为：自营证券浮动盈利 16,773.69 万元，资管计划及信托项目

浮动亏损 59,981.61 万元，二者轧差为-4.32 亿元。截至 6 月 30 日，公允价值下

跌前三位的金融资产合计下跌金额达到下跌总金额的 50%，合计下跌金额为 5.84

亿元，该三项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管计划/信托项

目名称 
投资金额 管理人 总金额规模 收益率 

资金 

投向 

国海成长 1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310,600,122.22 

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10,600,122.22 不适用 

上市 

股票 

浙金·汇安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641,586,062.13 

浙商金汇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1,489,586,062.13 不适用 
上市 

股票 

长江财富-富安 1 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08,178,587.41 

上海长江财

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8,178,587.41 不适用 
上市 

股票 

 

3、报告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应

收账款类投资”科目下，公司持有资管计划和信托计划份额合计约 89.3 亿，请

公司补充披露：（1）在上述资管计划和信托计划份额中，由公司及其子公司担

任管理人的份额占比；（2）上述资管计划和信托计划的投资去向，请按资产类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5 

 

别和行业类别分别列示；（3）请披露单笔投资金额列前三位的资管计划或信托

计划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投资金额、管理人、总金额规模、收益率、信托

计划或资管计划资金投向。 

回复： 

（1）报告期末，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

“应收账款类投资”科目下，各类资管计划和信托计划投资合计 89.3 亿元，其中

由本公司担任管理人（公司无子公司）的份额为 51.42%。 

 

（2）上述资管计划和信托计划的投资去向分别如下： 

     按照资产类别分类为：权益类投资 67.57 亿元（其中二级市场股权投资 33.25

亿元，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 34.32 亿元），贷款 17.82 亿元，其他 3.93 亿元； 

     按照行业类别分类为：制造业 28.68 亿元，房地产业 10.76 亿元，基础设施

建设 2.32 亿元，采矿业 0.44 亿元，服务业 40.56 亿元，其他 6.56 亿元。 

 

     （3）单笔金额前 3 位的资管计划或信托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管计划/信托项目 

名称 
 投资金额  管理人 总金额规模 收益率 

资金

投向 

安信创新系列--互联

网基础设施产业并

购基金项目股权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900,000,000.00 本公司 2,202,000,000.00 7.5%-8% 
实体

行业 

华安资产-信盛 1 号

专项资管计划 
802,400,000.00 

华安未来资

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1,602,400,000.00 不适用 
上市

股票 

浙金·汇安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641,586,062.13 

浙商金汇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1,489,586,062.13 不适用 
上市

股票 

 

4、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以 12.744 元/股的价格协议受让印纪传媒

（002143.SZ）106,716,800 股股份。印纪传媒于 2 月 2 日因控股股东平仓风险申

请停牌，2 月 23 日因重大资产重组申请继续停牌，7 月 9 日复牌，股价连续 7

个交易日跌停。截至 8 月 31 日，印纪传媒股价为 2.98 元/股，公司此项可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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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浮亏达到 10.42 亿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在印纪传媒

停牌前夕收购其 6.03%股份的决策程序和投资考量，前期是否对此项投资进行

了充分的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2）结合印纪传媒半年报业绩以及股价表现，

明确提示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3）审慎核实印纪传媒

股票价格大幅下跌是否构成重要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是否在半年报中进行

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1）公司原有业务以房地产类主动管理为主，为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

政策，公司近年来对业务结构主动进行调整，资产配置逐渐向国家重点支持的产

业转移，公司对印纪传媒投资的投资决策为：公司业务部门前期对文化传媒行业

及印纪传媒进行了调研分析，印纪传媒主要业务为娱乐影视内容提供与娱乐品牌

营运以及广告营销，是行业内少数将影视娱乐业务和广告营销业务融合的企业。

通过多年来的行业积累整合上下游资源，将其营销资源与影视剧制作及热门 IP

充分融合，打造高概念+高科技+高变现的商业模式，形成其自身的竞争优势。

为响应国家消费升级政策，推动公司向文化消费领域布局和转型，促进公司信托

业务与文化消费产业形成良好的战略协同效应。基于上述情况，公司业务部门出

具了《印纪传媒股票投资项目尽调及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将该项目提交公司内

部决策流程。 

公司内部合规部门及风险管理部门分别出具了《合规性审查意见书》、《印纪

传媒股票投资项目风控意见书》。 

公司业务决策委员会召开决策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印纪传媒股票投资项

目”。履行了上述内部决策程序后，公司与肖文革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并发布

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披露。 

 

（2）在印纪传媒股票停牌期间及复牌后，公司对其相关情况始终保持高度

关注。印纪传媒半年报显示，2018 年上半年其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49.3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949.08 万元，同比下降

121.74%。受传媒行业整体负面影响及自身业绩表现的影响，印纪传媒股价持续

走弱。公司受让印纪传媒股票的成本为 12.75 元/股，截至 8 月 31 日印纪传媒股

价为 2.98 元/股，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存在较大的减值风险，公司将遵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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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计准则》及本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予以评估，经董事会确认后进行相关会计处

理。 

 

（3）公司在半年报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中特别说

明了对印纪传媒的相关投资情况，并载明“公司投资的部分金融资产市价发生了

较大幅度的波动”以对该项投资风险进行提示；除上述说明外，公司在“预测年初

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

动的警示与说明”中明确提示了受资本市场股价波动影响，预计前三季度经营业

绩同比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 

 

5、报告期内，公司的业务及管理费用为 2.97 亿元，同比下降 30.75%。其

中，员工薪酬 0.53 亿元，同比下降 72%。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员工薪酬大

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员工人数是否发生变化。 

回复： 

报告期内员工薪酬下降主要原因为受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监管政策的影响，

公司固有业务收入和信托业务收入均出现同比下降，结合公司上半年整体经营情

况和展业情况，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半年度绩效考核薪酬计提下降；截

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员工总数为 277 人，较去年年末略有增加。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