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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季度报告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8年第八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 

公司董事长蔡秋全、总经理杨炯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小泉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小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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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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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会计政策变更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8,402,751,642.91 50,516,760,277.07 50,516,760,277.07 -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18,303,085,883.76 12,757,330,950.52 12,757,330,950.52 43.4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比上

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

报告期

末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56,210,960.39 667,823,354.46 667,800,913.46 -1.74% 2,017,269,918.51 2,020,849,134.86 2,021,107,419.67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265,323,707.65 272,609,529.43 272,609,529.43 -2.67% 802,055,532.02 846,692,604.43 846,692,604.43 -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33,413,448.04 274,458,624.06 274,458,624.06 -14.95% 765,292,384.21 816,677,758.34 816,677,758.34 -6.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2,030,634,419.56 -178,451,468.72 -178,451,468.72 不适用 -3,537,764,966.02 450,420,491.57 450,420,491.57 -885.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13 0.13 -23.08% 0.31 0.40 0.40 -2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13 0.13 -23.08% 0.31 0.40 0.40 -2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5% 2.16% 2.16% 

减少 0.71

个百分点 
4.60% 6.89% 6.89% 

减少 2.29

个百分点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2018 年 1 月 12 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

的《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和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在利润表营业收入下面新增“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项目，将原计

入“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净额计入该项目，公司在利润表中利息净收入项目下单独列示了“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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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息支出”；根据 2018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解释的解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

项目中填列，该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仅影响财务报表列报，不影响利润，不影响资产总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7,575,220.47 
报告期子公司华西银峰对昊鑫

担保公司减值转回 4,000 万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628,474.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655,649.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784,897.36  

合计 36,763,147.81 -- 

由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属于本公司正常自营证券业务，故本公司将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中列举的有关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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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衍生工具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衍生工具取得的投资收益等视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15,823,252.39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投资收益 696,205,200.23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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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老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13% 475,940,143 475,940,143 - - 

华能资本服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4% 297,798,988 297,798,988 - - 

泸州老窖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39% 272,831,144 272,831,1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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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蜀电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4% 182,044,799 182,044,799 质押 182,044,799 

四川剑南春（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9% 178,329,599 178,329,599 - - 

中铁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3.74% 98,081,280 98,081,280 - - 

四川省宜宾五粮

液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3% 74,304,000 74,304,000 - - 

重庆市涪陵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2.83% 74,304,000 74,304,000 冻结 74,304,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 62,861,183 62,861,183 - - 

浙江北辰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 51,820,442 51,820,442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文龙 4,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2,797,892 人民币普通股 2,797,892 

张勇 2,304,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4,100 

王灿宝 1,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0,0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1,35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1,200 

上海旭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旭

诺成长对冲 3 号证券投资基金 
1,339,261 人民币普通股 1,339,261 

金亚 1,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0,000 

戴燕儿 1,0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300 

蔡东胜 951,628 人民币普通股 951,628 

上海旭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40,258 人民币普通股 940,2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泸州

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股东上海旭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旭诺成长对冲 3 号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股

东上海旭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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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股东关联关系以外，公司未获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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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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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 177,733.09 -100.00% 衍生工具合约到期 

应收款项 22,195,605.54 78,059,035.04 -71.57% 信用业务待交收清算款减少 

其他资产 293,974,718.36 114,145,474.27 157.54% 子公司华西银峰投资到期转债权 

拆入资金 1,000,000,000.00 200,000,000.00 400.00% 同业拆借拆入资金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2,306,247.06 707,615.58 225.92% 子公司新增投资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7,599,510,000.00 13,831,585,274.65 -45.06% 自营固收业务回购业务规模减少 

应交税费 87,048,035.31 141,030,193.96 -38.28% 应交企业所得税余额减少 

应付款项 13,759,451.28 60,268,327.67 -77.17% 经纪业务待交收清算款减少 

其他负债 371,496,782.23 578,349,134.85 -35.77% 
纳入合并的结构化主体的其他投

资人退出 

资本公积 8,114,012,431.39 3,776,654,578.96 114.85% 发行新股资本溢价 

其他综合收益 -3,601,273.53 15,307,177.68 -123.5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18,303,085,883.76 12,757,330,950.52 43.47% 发行新股增加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346,943,114.26 12,819,967,095.48 43.11% 发行新股增加权益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投资银行业务手续

费净收入 
85,207,003.91 235,050,589.73 -63.75% 承销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减少 

资产管理业务手续

费净收入 
101,576,877.48 30,341,849.72 234.77% 资产管理计划规模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列

示） 

115,823,252.39 12,080,452.57 858.7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增加 

汇兑收益（损失以

“－”列示） 
1,169,378.78 -1,136,714.68 不适用 汇率变动影响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列示） 
7,575,220.47 -433,403.11 不适用 处置了部分房产 

其他业务收入 21,591,901.96 9,012,279.20 139.58% 子公司华西银峰确认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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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2,843.87 38,156.87 -92.55% 认证服务费用减少 

营业外收入 17,555,613.99 4,678,481.16 275.24% 
政府补助收入增加和子公司华西

银峰收到违约金 

营业外支出 21,893,855.07 11,107,128.75 97.12% 扶贫捐赠支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18,908,451.21 -35,761,428.91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37,764,966.02 450,420,491.57 -885.44% 

回购业务现金净减少额较上年同

期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4,888,470.75 500,023,145.42 -79.02% 债券投资现金净收回额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06,820,482.48 -6,081,020,531.40 不适用 发行新股募集资金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

影响 
1,169,378.78 -1,136,714.68 不适用 汇率变动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以前期间发生并延续至本报告期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公告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披露了5起未结诉讼事项。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其中3起诉讼事项出

现最新进展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华西银峰与四川昊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相关诉讼案 

2012年12月，本公司子公司华西金智与华西银峰拟参股昊鑫担保，分别已出资5,000万元，但该入资未成功，款项也未

退回；华西金智与华西银峰于2014年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诉讼；2014年9月，华西金智与华西银峰向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2014年10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其关联方泸州鑫福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泸州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16.56%股份予以冻结；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等案件进行了立案、审理，并于2016年7月作出“（2014）川民

初字第103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3月，昊鑫担保方提起二审上诉，二审于2017年10月判决，维持一审原判。 

2017年8月14日，华西金智、华西银峰与昊鑫担保及其关联方签订了《资产置换冲抵协议》；2017年11月，与资产置换

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华西金智与昊鑫担保及其关联方就增资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终止。 

2018年5月，华西银峰已就涉及的5,000万元投资款及利息和违约金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执行立案的有关材料；

7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执3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案件由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执行；8月8日，宜

宾市中院作出“（2018）川15执193号”进行了立案；9月28日，宜宾市中院向泸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扣划已

冻结的保证人泸州鑫福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泸州商行股份的未分配红利7,000万元”通知书；10月19日，宜宾市中级人

民法院向华西银峰作出“（2018）川15执193号”结案通知书，经宜宾市中院立案并强制执行到位标的款6,986.27万元，执

行费13.73万元，共计7,000万元。至此，华西银峰向宜宾市中院申请执行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初字第103

号”民事判决书已全部执行完毕，现已结案。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华西银峰已向宜宾市中院提交《指定收取执行款账户的函》以明确收款账户，以及《执行完毕确认

函》及执行款收条。至此，华西银峰已基本确定收回6,986.27万元执行款。因此，原对昊鑫担保5,000万元投资款已单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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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坏账准备4,000万元在本报告期予以冲回，并在报告期确认了相关利息收入1,449.01万元及违约金收入480.50万元。 

2018年6月20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破申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四川昊鑫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9月7日，华西银峰向破产管理人四川嘉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递交了债权申报材料；10月11

日，参加了第一次债权人大会，因第一次债权人大会初步确定的债券金额与公司申报的债权金额有差额，正按要求提异议申

请并准备异议申请的相关佐证材料。 

2、本公司与成都大成置业有限公司诉讼案 

公司与成都大成置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签订《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D6地块二期工程联合建设协议》及《联合建设

补充协议》，并于2011年6月签订《联合建设补充协议（二）》，约定公司投入D6地块土地使用权，成都大成置业有限公司

缴纳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并投入首期启动建设资金8,536万元和追加投资1,191.5万元，双方各占项目权益比例50%的模式对

D6地块开展联合建设。后因成都大成置业有限公司未能依约筹措超过前述资金的建设资金，且迟迟未办理施工许可证被勒

令停工。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于2014年9月通过公证邮递向成都大成置业有限公司送达经公证的《解除合同通知函》解除双方

之间的合同关系。2014年12月至2018年3月，成都大成置业有限公司曾先后提起四次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相关联建协议

或者退还保证金1,000万元以及赔偿相应损失，最终均以原告撤诉或未按期缴纳诉讼费被法院按撤诉处理结案。 

2018年5月7日，大成置业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五次提起诉讼，诉求“退还保证金1,000万元，并赔偿损失共计

152,933,934.25元。2018年5月27日成都市中院已受理本案，案号（2018）川01民初1864号。该案已于2018年7月11日、7月18

日开庭。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尚未判决。 

3、本公司深圳民田路证券营业部与曾庆容诉讼案 

曾庆容于2012年12月31日与公司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公司为其提供融资及证券交易服务。2017年5月24日曾庆

容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认为公司及深圳民田路证券营业部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滥用市场地位提前强制平仓，

侵害曾庆容的财产权，要求公司及深圳民田路证券营业部赔偿财产损失3,473,118.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2017年8月1日公司

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2017年8月15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17）粤

0304民初16314号），裁定公司及深圳民田路证券营业部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将本案移送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管辖；

因公司原注册地为青羊区，高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做出裁定将本案移送青羊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案已于2018年10月10日、10月17日开庭审理。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尚未判决。 

（二）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事项 

2018年8月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公司出具《关于核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50号），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9亿元的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

行方式。《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已于2018年8月

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发行工作已于2018年10月18日结束。本期债券简称为“18华

股01”，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4.00%。关于本期债券的相关公告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10月17日、10

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三）首发募集资金使用进展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2018年1月12日《关于核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25号）

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2,500万股，并于2018年2月5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9.46元，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4,966,500,000.00元，扣除股票发行费用人民币104,142,151.91元，实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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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862,357,848.09元。 

2018年1-9月，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4,870,000,000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净额（本金）4,862,357,848.09元和募集资金

存放期间产生的部分利息7,642,151.91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本金）已经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专户尚有余额5,758,293.38元，为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四）拟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事项 

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公司出资不超过3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华西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接公司原有

的资产管理业务，从事证券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具体公司名称及业务范围以监管部门及工商登记机关核

准为准，并以华西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主体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公募基金牌照，开展公募基金业务。 

公司于2018年5月10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申请。2018年8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截至本报告

披露日，该事项尚处于审查阶段。 

（五）公司新任监事正式履职事项 

2018年8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证监局下发的《关于谢红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格的批复》（川

证监机构（2018）37号），核准谢红女士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格。据此，谢红女士正式履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职责。《关

于监事任职资格获监管机构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已于2018年9月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分支机构变更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设有10家分公司，89家证券营业部。本报告期内，公司分支机构发生变更事项情况如下： 

序号 变更类型 变更后 变更前 

1 迁址并更名 江苏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904-906室（电

梯编号楼层12楼1204-1206号房） 

南京溧水安泰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安泰路 

2 迁址并更名 南京安德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25号维沃大

厦A塔102单元、1202-1204单元 

南京雨花东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东路9号四层 

3 迁址并更名 什邡蓥华山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蓥华山路北段153

号 

什邡东顺城街证券营业部 

地址：四川省什邡市方亭镇东顺城街219号 

（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票锁定期延长的承诺事项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老窖集团根据《中国证监会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承诺：华西证

券上市后 6个月内如果华西证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老窖集团持有华西证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老窖集团一致行动人泸州老窖，承诺：华西证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果

华西证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控股股东持有华西证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公司股票于 2018年 2 月 5日上市，2018年 8 月 3日及 2018 年 8月 6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8月 5日为非交

易日），鉴于公司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控股股东老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泸州老窖承诺持有公司的首发前

限售股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由 2021年 2月 5日延长至 2021年 8月 5日。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已于 2018年 8 月 11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公司控股股东履行有关房产土地的承诺事项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存在成都市西玉龙街 10-12号等 5处未取得房产、土地证的房屋，该等房产作为华西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本公司时全体发起人的出资资产投入到本公司。针对该情况，老窖集团出具《承诺函》，承诺如自承诺

函出具之日起三年内，本公司依然未取得上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老窖集团将按华西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该

等房产账面净资产值以货币资金注入本公司的方式予以规范，该规范方式不对本公司的出资比例或股权比例造成任何改变；

如老窖集团按照上述承诺以货币资金注入方式予以规范后，本公司依法取得上述房产的全部或部分房屋所有权证，则本公司

仅需按合法程序将已注入的相应资金等值退还老窖集团即可，无需支付资金占用费或其他费用。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已收到老窖集团承诺款共计 2,022.38万元。老窖集团已将 5处未取得房产、土地证的房屋按照

本公司整体变更时房产的账面价值，将相应的资金划入公司。老窖集团首发前做出的有关土地房产的承诺，已履行完毕。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履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已于 2018年 8 月 23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单位：元 

资产类

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

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536,241,529.55 -37,031,700.98 22,971,587.68 5,390,200,862.98 5,418,412,748.29 -7,923,350.11 570,404,754.14 自有资金 

债券 11,608,484,026.11 157,766,241.51 -33,509,365.50 46,060,705,058.38 48,559,053,999.53 542,043,377.88 11,583,242,235.09 自有资金 

基金 2,524,022,023.46 -758,362.20 -15,789,523.13 10,229,474,679.85 9,449,628,904.91 75,648,276.79 2,509,408,305.80  自有资金 

期货 - 158,671.93 - - - 1,870,529.27 - 自有资金 

信托产 80,000,000.00 - -2,377,412.23 17,000,000.00 186,400,000.00 3,314,136.99 88,925,261.76 自有资金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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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金融衍

生工具 
- -3,613,356.03 - 391,828,013.21 391,942,186.30 71,990,849.97 - 自有资金 

其他 651,102,472.56 - 10,016,058.51 791,971,038.85 513,680,024.06 15,077,675.14 666,240,202.13 自有资金 

合计 15,399,850,051.68 116,521,494.23 -18,688,654.67 62,881,179,653.27 64,519,117,863.09 702,021,495.93 15,418,220,758.92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5,007.28 18,000.00 -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7,778.02 47,732.13 -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5,440.00 8,000.00 - 

基金类及其他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48,911.99 251,780.32 - 

合计 657,137.29 325,512.45 -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8 年 9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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