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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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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周中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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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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2018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度末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0,587,301.71 19,963,796.72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03,692.20 5,208,066.37 -0.08%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2018 年 7-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18 年 1-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7,807.93 -31.18% 633,803.06 -2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380.02 -42.55% 193,139.89 -4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857.16 -43.03% 193,322.65 -4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534.89 不适用 -205,666.9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40.00% 0.21 -44.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40.00% 0.21 -44.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 下降 1.32个百分点 3.65% 下降 3.39个百分点 

根据2018年6月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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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知”），“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项目，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公司相应调

整了2017年1-9月“营业收入”的口径，新口径下“营业收入”包含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的金额，调

整金额为-128.2万元，该项目金额原在营业外收支中列示。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8,200,000,000 

项目 
本报告期 

（2018 年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18 年 1-9 月）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1 

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2018 年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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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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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7.94 主要是收到各项政府补助。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4.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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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10.86 主要是罚没支出及对外捐赠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796.62 - 

合计 -182.77 - 

证券投资业务为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故公司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

具、衍生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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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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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75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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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3% 2,749,526,814 -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15% 2,062,145,110 - 无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77% 1,374,763,407 - 无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8% 350,564,669 - 无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8% 343,000,000 -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2% 75,086,423 -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0.62% 50,473,186 -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0% 49,477,100 - 无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27,792,800 - 无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27,792,800 - 无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27,792,800 - 无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27,792,800 - 无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27,792,800 - 无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27,792,800 - 无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27,792,800 - 无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27,792,800 - 无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27,792,800 - 无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27,792,800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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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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749,526,814 人民币普通股 2,749,526,814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2,062,145,110 人民币普通股 2,062,145,110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74,763,407 人民币普通股 1,374,763,407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50,564,669 人民币普通股 350,564,669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4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3,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5,086,423 人民币普通股 75,086,42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50,473,186 人民币普通股 50,473,18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9,477,100 人民币普通股 49,477,1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7,7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92,8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7,7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92,8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7,7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92,8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7,7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92,8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7,7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92,8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7,7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92,8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7,7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92,8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7,7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92,8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27,7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92,8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7,7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92,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100%股权，同时持有公司第二大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49%的股权。因

此，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具有关联关系。除上述内

容以外，公司未获知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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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二）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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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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5,023,657.63 3,227,859.81 55.63% 主要是债券和基金投资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16,678.43 486.81 3,326.06% 
主要是收益凭证及收益互换公允价值

变动。 

存出保证金 381,938.33 234,910.47 62.59% 
主要是存放于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的信用交易保证金增加。 

在建工程 55,482.32 41,696.74 33.06% 
主要是在建的深圳国信金融大厦项目

持续投入增加。 

应付短期融资款 2,334,935.40 1,748,379.20 33.55% 主要是短融及短期公司债规模增加。 

拆入资金 500,000.00 800,000.00 -37.50% 主要是转融通融入资金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22,981.82 54,461.63 -57.80% 

主要是子公司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杠杆票据减少。 

衍生金融负债 3,535.71 8,906.57 -60.30% 主要是场外期权公允价值变动。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470,340.76 2,151,405.68 61.31% 
主要是交易所及银行间质押式回购规

模增加。 

代理承销证券款 33,120.00 - 不适用 
主要是收到的代理承销公司债券款增

加。 

应交税费 25,859.61 65,306.93 -60.40% 主要是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 

应付款项 650,456.42 999,002.93 -34.89% 

主要是证券清算款及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的结构化主体优先级份额持有人款

项减少。 

应付利息 65,646.82 32,071.56 104.69% 主要是应付短期融资款利息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85,593.64 131,092.09 -34.71% 
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减少。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2,645.53 61,784.70 -30.98% 

主要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衍生工具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减少。 

汇兑收益（损失） 178.22 -1,452.89 不适用 主要是汇率变动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218.25 -128.20 不适用 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其他业务收入 2,837.26 2,065.06 37.39% 主要是房屋租赁收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58,612.33 25,023.29 134.23% 
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损

失增加。 

营业外支出 3,371.99 13,690.15 -75.37% 主要是行政处罚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48,446.19 106,471.52 -54.50% 主要是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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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损益 677.67 189.70 257.24%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国信弘盛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合并利润表的少数股东损益

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5,498.44 111,088.68 -140.96% 
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减少。 

综合收益总额 148,319.12 447,282.54 -66.84% 
主要是本期净利润及其他综合收益减

少。 

基本每股收益 0.21 0.38 -44.74% 主要是本期净利润减少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21 0.38 -44.74% 主要是本期净利润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666.93 -414,328.02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回购业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1.38 -25,007.69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投资业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73.68 7,353.96 -238.34% 
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及发行债券收到

的现金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营业网点的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设有52家分公司，165家证券营业部，分布于全国119个中心城市地区。报告期

内，公司营业网点的变更情况如下： 

序号 变更类型 变更后 变更前 

1 迁址 

宁波分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厂堂街80号（8-2）-

（8-5）室、88号（1-4）室 

宁波分公司 

地址：宁波高新区江南路1108号15楼1501室 

湖南分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茶子山东路

102号浦发金融大厦第7层 

湖南分公司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766号中天广场

8039-8041 8047-8051房 

广西分公司 

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46号三祺广场2801、

2803A单元 

广西分公司 

地址：南宁市青秀区中柬路9号利海·亚洲国际4

号楼2201、2202、2203、2203A号 

2 迁址并更名 

北京通州北苑证券营业部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北苑一路1号院2号楼一层2-8、

2-9 

北京通州九棵树证券营业部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21号楼708室 

青岛长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中路519

号建国大厦12层1204室 

青岛香港中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68号华普大厦

七层 

济南文化东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51-1汇东星座101、

201室 

山东第二分公司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29号圣凯财富广场

1-552室 

石家庄裕华西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109号熙园A

座118商业01-02层 

石家庄广安大街证券营业部 

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大街32号 

广州增城港口大道证券营业部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港口大道336号群星新

邨一层013号、二层66、67号 

广州增城东坑三横中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坑三横中路1号3幢首

层103、104号 

义乌稠江街道总部经济园证券营业部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总部经济园A7幢200

义乌城北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国际商贸城金融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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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201室、202室 区国信证券大厦（01-21地块）一楼 

珠海文园路五洲花城证券营业部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文园路134号 

珠海九洲大道证券营业部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拱北九洲大道西2021

号富华里中心写字楼A座28层2801、02、03、05、

06室 

广州花都迎宾大道证券营业部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迎宾大道103号英骏大

楼第一层08号、第八层A806号 

广州花都曙光大道证券营业部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曙光大道电信综合楼附楼一楼 

曲靖南宁西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云南省曲靖市南宁西路嘉悦广场1幢第1-2

层2号商铺 

曲靖寥廓北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曲靖市瑞和西路福蓉凰小区商业街幢第1-3

层A19号 

瑞安罗阳大道证券营业部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安阳街道罗阳大道

1148、1150、1152号 

瑞安天瑞路证券营业部 

地址：瑞安市经济开发区天瑞路88号 

（二）关于报告期内债券发行及兑付兑息事项 

根据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取得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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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85号），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发行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8国信03”，债券代码“112740”），发行规模37亿元，票面年利率

3.97%。报告期内，公司完成2018年度第一期和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发行规模均为30亿元,票面年利

率分别为3.09%和2.85%。公司按时兑付17国信02、17国信C1、16国信01的利息，按时兑付17国信04的本金

及利息。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刊登于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指定媒体的相关公告。 

（三）其他 

序号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1 董事王勇健先生辞职 2018年 7 月 21 日 详细请参见披露于深交所网站（www.szse.cn）的

公告。 2 董事姚飞先生任职 2018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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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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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购入金额 售出金额 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

来源 

股票 708,084.64 -2,792.49 29,760.41 1,348,926.17 1,348,144.53 -75,348.37 627,851.89 自有 

基金 1,006,975.47 -5,274.96 -2,739.67 5,182,716.94 4,413,770.05 22,497.95 997,065.21 自有 

债券 5,160,343.13 36,886.13 7,737.97 180,609,199.30 178,665,127.38 128,048.52 5,164,339.10 自有 

信托产品 29,436.46 -3,650.43 212.97 23,256.25 32,096.78 -1,956.25 26,776.48 自有 

金融衍生

工具 
- 16,424.05 - - - -17,696.43 13,142.71 自有 

其他 950,091.29 1,053.24 64,353.62 316,283.29 335,817.03 -350.88 1,015,960.24 自有 

合计 7,854,931.00 42,645.53 99,325.29 187,480,381.95 184,794,955.77 55,194.54 7,845,135.64 - 

注：本表所述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购入金额、售出金额、投资收益均为2018年1-9月累计金额。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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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八、委托理财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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