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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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侯巍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汤建雄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张立德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其中，现场出席的有侯巍董事长、王怡里职工董事；

夏贵所董事、朱海武独立董事、蒋岳祥独立董事电话参会；因工作原因，杨增

军董事书面委托王怡里职工董事、李华董事书面委托夏贵所董事、容和平独立

董事书面委托朱海武独立董事、王卫国独立董事书面委托蒋岳祥独立董事出席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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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7,950,739,506 57,244,614,023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672,268,546 12,443,281,412 1.8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15,157,400 -11.32% 4,351,429,393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9,877,295 1283.50% 508,081,930 33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5,784,253 2895.67% 501,385,619 343.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16,450,193 不适用 2,555,343,36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2 1310.00% 0.1796 338.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2 1310.00% 0.1796 338.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增长 0.58 个百分点 4.05% 增长 3.12 个百分点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2,828,725,153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282 0.179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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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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0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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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3,43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60,226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小计   8,981,296 -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84,985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 

合计   6,696,311  - 

 

对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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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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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的

投资收益 
932,748,496 

由于证券投资业务为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因此持有以及处置金融

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不界定为非经常性损益。 

交易性金融工具及衍生金融

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61,448,794 

由于证券投资业务为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因此持有交易性金融工

具及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不界定为非经常性损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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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14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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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59% 865,314,455 0 - 0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99% 282,605,635 0 - 0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4% 199,268,856 0 - 0 

北京中吉金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吉金投－稳赢 2 号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1.61% 45,446,000 0 -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4% 40,619,40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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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安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8% 27,585,951 0 - 0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国有法人 0.93% 26,401,342 0 -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0.64% 18,186,248 0 -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3% 17,787,905 0 - 0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0% 17,000,00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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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65,314,455 人民币普通股 865,314,455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82,605,635 人民币普通股 282,605,635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199,268,856 人民币普通股 199,268,856 

北京中吉金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吉金投－稳赢 2 号

投资基金 
45,4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446,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619,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619,400 

河南省安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7,585,951 人民币普通股 27,585,951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26,401,342 人民币普通股 26,401,34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8,186,248 

人民币普通股 
18,186,24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787,905 人民币普通股 17,787,905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有限公司 1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及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有限公司受同一主体控制，存在关

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因参与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所导

致所持的公司股份增减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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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19 年 9 月 10 日，公司股东河南省安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约定购回交易，质

押其持有的山西证券 575.44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山西证券总股本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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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较上年末增减 变动原因 

  

  

  

 

 

 

 

 

 

 

 

 

  

资

产

负

债

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22,240,168,027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衍生金融资产        81,156,971         50,153,341  61.82% 
衍生金融工具价值

波动影响 

应收款项      115,330,425       213,912,303  -46.09% 

子公司山证国际仓

单业务回款及中德

证券投行业务回款 

应收利息  不适用       403,710,586  不适用 

执行财政部

[2018]36 号通知财

务报表列报项目调

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6,159,863,661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    271,884,670       61,616,403  341.25% 
子公司山证投资和

格林大华新增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23,390,265,036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债权投资       31,434,609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其他债权投资    3,254,357,655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35,628,768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9,237,544        90,589,967  42.66%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影响 

其他资产  1,454,911,339    1,075,905,312  35.23% 
子公司仓单预付款

及其他应收款增加 

短期借款      185,061,003                 -  不适用 
子公司山证国际新

增银行借款 

应付短期融资款    3,767,766,115     6,112,580,000  -38.36% 偿还短期债券影响 

交易性金融负债    1,007,885,970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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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1,712,809,520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衍生金融负债 32,419,976         84,039,710  -61.42% 
衍生金融工具价值

波动影响 

应付款项       37,367,957       451,201,456  -91.72% 

偿还到期信用证，

应付信用证款项减

少所致 

应付利息  不适用       409,466,345  不适用 

执行财政部

[2018]36 号通知财

务报表列报项目调

整 

应付债券    6,269,187,059     4,075,084,151  53.84% 
报告期内发行公司

债和次级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27,812,105         4,723,337  488.82%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影响 

其他负债    1,460,588,115      1,119,678,364  30.45% 

应付结构化主体其

他受益人款项、仓

单业务及场外期权

业务应付款项增加

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32,287,366         1,225,975  -2733.61%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利

润

表 

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408,054,267     293,867,358  38.86% 受市场行情影响 

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282,572,164     155,762,948  81.41% 
受投行业务行情影

响 

投资咨询服务手续费净收入     18,409,077       1,995,375  822.59% 
投资咨询业务规模

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61,448,794      -1,295,102  不适用 

证券市场波动导致

相关金融资产的公

允价值变动 

汇兑收益    -12,207,815         375,553  -3350.62% 汇率变动影响 

其他收益      9,218,939       6,487,787  42.10%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

政府奖励金增加 

资产处置 (损失) / 收益      1,226,716        -321,680  不适用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增加 

税金及附加     17,917,746      12,687,536  41.22% 
报告期收入增加影

响 

资产减值损失 不适用 57,447,692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20,706,567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12,098,340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则影响 

营业外收入      1,568,584         248,588  531.00% 
与日常经营无关的

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3,032,943       2,311,813  31.19% 捐赠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180,068,286      36,435,030  394.22% 
报告期利润增加影

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 
  -130,273,920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1,982,473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不适用     -17,368,509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损失准备     33,005,009  不适用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影响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6,031,433      39,287,042  -33.74% 汇率变动影响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354,736          44,555  -896.18% 

子公司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影响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现  

金  

流  

量  

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55,343,368 -2,135,485,431 不适用 

报告期内，代理买

卖证券款大幅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8,544,801 -100,176,706 不适用 

报告期内，子公司

新增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42,832,745 529,709,441 不适用 

报告期内，偿还短

期债券影响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24,432,845 36,056,407 -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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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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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分支机构相关事项 

2019年 7月，公司收到山西证监局《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11家分支机构的批复》（晋

证监许可[2019]8号）（详见公告：临 2019-040）。  

截止报告期末，9 家分支机构领取了《营业执照》和《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2019年 8月，公司收到河北证监局《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撤销石家庄南小街证券营业部

的批复》（冀证监许可【2019】5号）（详见公告：临 2019-049）。公司将按照上述《批复》要求，认

真完成客户转移、业务了结、关闭分支机构营业场所等事宜，并在河北证监局核查通过后 30个工作

日内，办理工商注销等相关手续。截止报告期末，按照相关要求，该事项正在推进中。 

2019.07.05 

2019.08.14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2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事项 

公司于 2019年 6月 2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山西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信托”）出具的《关于拟减持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山

2019.06.22 

20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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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信托基于调整业务结构、聚焦主业发展的需要，计划自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 6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11,896,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42%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本公司

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详见公告：临 2019-037）。 

2019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收到山西信托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告知函》，截至 10 月

15 日，上述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山西信托未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山西信托仍持有本公司股

份 11,896,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2%（详见公告：临 2019-063）。 

3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会计政策，为了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

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 1-6 月的经营成果，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有关资产预期损失进行评估，2019

年 1-6 月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 3,340.38 万元，已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10%以上。依据相关监管要求，公司披露《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公告：临

2019-044）。 

2019.07.15 

 

4 

高级管理人员辞职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收到高级管理人员孟有军先生的辞职申请。孟有军先生因工作原因，

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孟有军先生将不在上市公司担任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孟有军先生的辞职申请自 2019 年 7 月 29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详见公告：临 2019-045）。 

2019.07.30 

5 

业务资格、业务牌照相关事项 

2019 年 7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证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山证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66 号），核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证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详见公告：临

2019-038）。 

2019 年 9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证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到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

颁发的变更后的业务牌照。变更后的牌照涉及的受规管活动类型为：第 4 类、第 5 类、第 9 类（详见

公告：临 2019-054）。 

2019 年 9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证国际融资有限公司收到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颁

发的变更后的业务牌照。变更后的牌照涉及的受规管活动类型为第 6 类（详见公告：临 2019-057）。 

2019.07.02 

2019.09.06 

2019.09.18 

6 

公司参与竞买办公场所事项 

为提升公司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满足业务发展需求，公司拟在上海购置办公场所。因此公司拟参与竞

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通过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司法拍卖的位于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948 号的白金湾广场 1101 室、1102 室、1103 室、1104 室并于 9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竞买办公场所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本次司法拍卖竞买事项（详

见公告：临 2019-058、临 2019-059）。 

10 月，根据公司发展实际需要，公司放弃参与本次竞买事项。 

2019.10.0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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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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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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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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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224,310  118,862,235  -149,089,905  9,676,708,110  9,609,568,779  -18,852,340  763,889,755  自有 

基金 1,716,967,779  -27,949,576  -    14,415,218,521  13,791,346,571  10,917,996  1,519,041,894  自有 

债券 17,715,145,044  -67,213,855  -11,982,473  1,865,058,009,794  1,805,405,121,314  717,772,818  17,964,791,227  自有 

信托产品 -    -    -    -1,223,014  60,000,000  2,828,638  -    自有 

金融衍生工具 107,358,098  84,757,283  -    205,401,904  289,578,573  -137,194,115  81,156,971  自有 

其他 6,792,319,532  -3,202,262  18,815,985  90,388,106,490  93,911,453,896  399,851,290  6,632,528,583  自有 

合计 27,157,014,763  105,253,825  -142,256,393  1,979,742,221,805  1,923,067,069,133  975,324,287  26,961,408,43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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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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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07.01-2019.09.30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行业状况及公司公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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