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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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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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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83,279.62万元，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173,182.73 万元。 

鉴于公司本年度的净利润为负数，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发展阶段和下一步

经营需要，2018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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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信托 600816 鞍山信托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陶瑾宇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

厦29楼 

  

电话 021-63410710   

电子信箱 600816@anxintrus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目前经营的主要业务包括固有业务和信托业务。(一)主要业务 1．固有业务固有业务指信托公

司运用自有资本开展的业务，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租赁、投资、同业存放、 同业拆放等。公



司的固有业务包括固有资金存贷款及投资业务。该类业务由公司内设的固有业务部负责。报告期

内，公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利息净收入 1,390.81 12,603.22  17,767.65 

其中：利息收入 72,489.90 49,822.30  32,650.95 

利息支出 71,099.09 37,219.08  14,883.30 

投资收益 -8,527.50 78,463.14  27,977.4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6,179.00 -59,773.91 27,236.62 

2．信托业务信托业务是指公司作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公司名义对受托的货币资金或其他

财产进行管理或处分，并从中收取手续费的业务。公司的信托业务主要由其下设的各信托业务部

门负责开展经营。报告期内，公司与信托业务相关的收入体现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中，具体情况

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55,974.19 527,950.34  452,410.89 

其中：信托报酬 153,994.72 524,374.31  439,342.31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221.35    796.69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53,752.84 527,950.34  451,614.20 

(二)经营模式公司以基于产业的主动管理信托业务为核心主业，以“实业投行”为战略定位，以产融

结合的模式和股债联动的投资方式，灵活运用多种创新金融工具，根据不同产业及企业的特性，

致力于在资产端为实业企业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创新金融服务方案，在客户端提供多元化、多

层次的投资理财产品，构建连通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的桥梁，以客户为中心着力打造信托行业特

色的“财富管理平台”。固有业务以自有资金服务主业为宗旨，以安全性、流动性、低风险性为投

资原则，布局具备成长性的优质金融资产，在获取稳定投资收益的同时谋求协同发展效应。(三)

行业情况信托行业作为我国经济和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其业务的综合性、灵活性和敏

锐性，通过对社会闲置资金的多方式运用、跨市场配置，以债权融资、股权投资、投贷联动、产

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投入实体经济，有效弥补了传统信贷业务的不足。同时，信托公司发

挥资产管理的专业优势，以多类型信托产品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特色化和个性化的投资需求，为

国民财富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更丰富的途径。近年来，信托行业在规模快速扩张，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不断加强的同时，也出现了多层嵌套、影子银行不易监管等问题，行业系统性风险有所上升，

发展模式有待转型和升级。在控制和降低宏观经济杠杆率，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大

背景下，2018 年 4 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资管新规）发布，严格规

范资管行业进入降杠杆、破刚兑、去嵌套的新规时期。2018 年 8 月，银保监会信托部下发《关于

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信托业落实新规和过渡期整改

的要求。资管新规的落地有利于降低资管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资管行业在统一的监管框架

和公平的市场准入下公平竞争、健康发展。此外，《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在 2018 年度全面实施，

完善了信托行业的基础性建设，提高了信托业务的透明度和规范性，为行业发展与监管提供了丰

富的数据和资料；同时，该管理办法提高了信托产品及业务相关数据的可获取性，有利于投资者

自主判断、培养自负险意识，从而有利于打破刚兑规则的实施。然而对于信托行业而言，资管新

规“去通道、控分级、降杠杆、除嵌套”等一系列监管规定的落地在短期内意味着转型升级的阵痛，

行业的规模及效益均受到了影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1,536,201,940.49 25,126,115,640.70 25.51 19,125,695,062.24 

营业收入 204,650,071.45 5,592,427,918.12 -96.34 5,245,959,043.7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32,796,150.45 3,668,212,257.98 -149.96 3,033,947,447.7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97,225,417.68 3,538,433,031.51 -156.44 2,935,978,113.3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011,949,119.20 16,191,481,860.03 -25.81 13,718,166,573.2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34,048,351.03 1,730,039,924.46 -246.47 2,993,793,908.9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351 0.6708 -149.96 0.649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351 0.6708 -149.96 0.649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3.54 25.23 减少38.77个

百分点 

41.1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89,563,138.55 23,801,001.99 -333,337,272.51 -1,075,376,79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55,975,607.62 22,529,976.20 -1,054,418,260.23 

-1,856,883,47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056,712,540.35 -139,912,273.80 -1,054,418,522.73 -1,859,607,161.5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13,819,494.12 1,940,063,050.23 1,467,903,749.44 -5,228,195,656.5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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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6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2,6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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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2,867,929,342 52.44 204,847,399 冻

结 

1,959,068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241,360,938 4.41 0 无   国有

法人 

上海公信实业有限

公司 

  182,086,577 3.33 182,086,577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瀚博汇鑫（天津）投

资有限公司 

  159,325,756 2.91 159,325,756 质

押 

158,016,927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山东岚桥港有限公

司 

  136,564,932 2.50 136,564,932 质

押 

136,564,932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13,804,108 2.08 113,804,108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54,608,357 1.00 0 无   境外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49,542,240 0.91 0 无   国有

法人 

重庆振玺投资发展   41,766,800 0.76 0 无   境内



有限公司 非国

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八组合 

  27,799,944 0.51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中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高

天国先生控制的企业，其余股东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

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0,465.0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83,279.62 万元。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153,620.19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641,008.63万元，增幅为 25.51%，



负债总额 1,881,478.25万元。资产负债率 60%。比上年末上升 24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带领公司主要推进了以下工作： 

（一）坚持实业投行定位 夯实信托主业基础 

在国内经济转型、去杠杆持续推进、中美贸易争端、美元加息周期等不利因素的大环境下，实体

经济绩效改善速度趋缓，偿债能力呈现分化，叠加资金渠道有限及融资成本抬高，部分实体企业

经营压力进一步传向金融行业，导致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压力加大。公司一直定位实业投行、立

足信托本源、深耕主动管理业务、投贷联动形式服务实体经济，底层资产的实体企业经营压力传

导尤为明显。据中国信托业协会《2018 年度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2018 年信托业不仅管理资产

规模连续 4个季度下滑，全年营业收入、利润及信托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比均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资管新规对业务各方面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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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强化主动合规管理，谋求提升经营质量，夯实

未来转型发展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受托资产规模稳定，截至 2018 年 12月底，公司管理的信

托资产规模 2336.78亿元，其中主动管理业务占比为 70.26%。 

截至报告期末，存续信托项目 324个，受托管理信托资产规模 2,336.78亿元；已完成清算的信托

项目 75个，清算信托规模 681.25亿元；新增设立信托项目 123个，新增信托规模 1018.17亿元。

其中，新增集合类信托项目 93个，实收信托规模 376.04亿元；新增单一类信托项目 30个，实收

信托规模为 642.13亿元。 

（1）信托资金投向：2018 年度信托资金主要投向实业、房地产、基础产业等领域。同时深化业

务结构调整，向生物医药、港口物流等多个行业和领域进行拓展和布局。 

（2）主动管理类信托业务：主动管理类信托业务规模占信托资产总规模比例为 70%。 

（3）信托业务风险方面：公司执行各项信托业务管理制度，信托业务的开展及后续管理均严格以

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等为宗旨依法操作。 

公司固有业务 2018年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根据会计准则及相关政策，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及对部分金融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对当期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逐步调整

了业务策略，固有业务资金投融资运用方面，强化流动性属性管理，积极通过收回到期贷款、处

置部分资产的方式，盘活固有业务的流动性。同时，减少非流动性资产配置，确保固有资金的流

动性，为公司信托业务转型提供支持。 

 

 



 

（二）加快财富管理建设 寻求未来发展动力 

在资管新规和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主动管理业务成为信托业转型的必然方向，财富管

理则为其中的重要抓手。报告期内，公司以财富管理业务作为战略性业务进行积极培育，主动转

换思路，将销售产品向资产配置升级，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在不断满足客户日益丰富的理财需求

同时拓展公司资金来源。 

在完善财富管理中心布局及团队建设方面，2018年，公司在全国一线及重点城市布局，目前财富

管理团队已近 300人，团队派驻全国 12地。在客户开发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公司打造了“至金会

员体系”，将客户转化为“安信信托至金会员”，从而提供一系列财富管理之外的增值服务，拓展

客户体验，增加客户忠诚度。在品牌建设方面，发布全新“信任之蓝”，升级公司品牌，并结合“至

金会员体系”，与各类一线品牌合作，组织各种艺术人文鉴赏、马拉松、慈善公益等活动近 80场，

有效地提升新客户引入与老客户的客户黏性。在金融科技方面，自主成功开发 CRM、官方 APP 并

对接三方平台，为公司内控管理及财富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经过 2018年的筹备，2019年初“安

信信托”APP上线，实现远程“双录”、产品查询预约、会员身份认证、投资资讯推送等功能，进

一步提升销售效率及客户体验。 

 

（三）不断加强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建设 

资管新规提出了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要减少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风险。风险管理是未来信托公

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不断加强合规风控建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在合规经营方面，坚持“合规先行和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完成了行业评级、监管评级自评、

信托产品预登记，保障各类业务合规展业，落实各项监管意见并整改，通过培训、考试等方式，

在公司营造全员合规的文化氛围。 

在风险管理和控制方面，实行单客户集中度管理，进一步完善风险治理结构，通过完善风险考核

体系等顶层设计、重管理、重拨备，从底层资产的架构设计等方面，把风险管控的责任落实到人，

权责利事先确定，明确问责机制。同时，将风险管理、业务导向等指标纳入激励与考核体系中，

建立事务督办单制度，明确责任人、督办人、要求落实的事项、完成时间及效果等，杜绝推责现

象发生。 

在投资监管方面，一方面，继续严格落地各项监管工作确保项目资金安全，包括强化项目监管、

增加巡检频次、加强对新员工的培训、完善信息系统等；另一方面，根据公司《信托业务流动性



风险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不定期提示在项目监管过程中发现的潜在流动性风险事件，确保及

时对称项目经营及资金信息。同时，每日关注各项目可调用自由现金流，实现公司临时需求与交

易对手资金优化的双向匹配。 

 

（四）大力建设信托品牌形象 发扬信托品牌价值 

资管新规要求打破刚兑，倚重财富管理，新的行业趋势给信托品牌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

公司在 2018年度大力建设信托品牌形象，发扬信托品牌价值。在品牌呈现上，响应“脱虚向实，

回归本源”的号召，以“纯粹、简洁、深刻”为基础理念，致敬“国际克莱因蓝”这一最为纯净

的蓝色，推出“信任之蓝”全新视觉体系，象征公司回归信托本源，恪守信任初心的努力；提出

“IN ANXIN WE TRUST，信任从这里开始”的全新品牌宣言，将“信任文化”作为公司品牌的核心

抓手；推出了行业内首支以信任为主题的信托形象宣传片，在创新性的圆形构图中，通过展示公

司各主要产业领域的布局，解答信托的最原初问题：“我是谁？我为谁而奋斗？”从而揭示信托助

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 

公司还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广泛参与慈善、扶贫事业，扶持社会教科文卫体育事业发展，以

建立更具影响力的、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品牌形象。作为官方赞助商及唯一指定信托公司，公司在

2018年度连续第二年支持上海半程国际马拉松赛、第三年支持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开展，以“人

生马拉松”为核心，丰富品牌内涵。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凤凰网评选的“年度最佳信托公司”、《中国经营报》2018 金融发展论坛评选

的“新时代金融机构实体经济推动奖”、《国际金融报》评选的“2018国际先锋金融机构”及“2018

金融行业先锋品牌”、《证券时报》评选的“2018年度优秀信托公司”、《上海证券报》评选的第十

一届“诚信托”卓越公司奖、《证券时报》及青岛市政府联合颁发的“第十二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

评选”中国主板上市公司价值百强前十强、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 2018“年度信托公司”奖、《华

夏时报》评选的金蝉奖“2018年度信托公司”等多个奖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没有变更。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六十七次、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

相关文件规定及银行业监管机构相关监管规则，公司拟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财务报表格式，同时废止《信托业务准备金计提制度》，自 2019年 1月 1日起不再计提信托业

务准备金。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执行不会对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

影响；财务报表格式的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之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均无影响。对信托业务准备金计提的调整仅是对负债与所

有者权益相关科目进行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八、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