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2017-07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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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慧中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鲁桂华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31,871,49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民生控股 股票代码 0004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颖 王成福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

融中心 A 座 15 层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

融中心 A 座 15 层 

传真 010-85259595 010-85259595 

电话 010-85259007 010-85259036 

电子信箱 sz000416@163.com sz000416@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民生财富100%股权转让，主营业务集中到典当、保险经纪业务。 

1、典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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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业务是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或房屋作为抵质押物，取得当金，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

当物的一项业务。公司典当业务主要由控股子公司民生典当运营。民生典当成立于2003年，现为北京市典当业协会副会长单

位。民生典当于2016年3月完成增资，注册资本变更为3亿元。民生典当的业务类型较为多样，除典当业传统的房产典当、车

辆典当、民品典当业务外，还开展有包括应收账款典当、股权典当、知识产权典当等创新业务。民生典当能够根据客户需求

设计提供多元化的典当融资方案，为更多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根据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发布的《2016年12月全国典当行业运行情况》，全国典当行业监管信息系统显示，截至2016

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典当企业8280家，分支机构932家，注册资本1666.6亿元，从业人员5.3万人。典当总额及余额较2015年

有所下降，截至2016年12月底，全行业实现典当总额3176.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495.9亿元，降幅为13.5%；典当余额

957.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67.9亿元，同比降低6.6%。业务结构保持稳定，按典当总额计算，2016年12月底，动产典

当业务占全部业务35.59%；房地产典当业务占50.14%；财产权利典当业务占14.27%。与上年同期业务结构比较，动产典当

业务占比略有上升，房地产和财产权利典当业务占比有所下降，房地产典当仍是行业主要业务。总体看，典当行业市场竞争

进一步加剧，盈利水平下滑严重。2016年12月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96.1亿元，同比降低24.0%。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利息

及综合服务费收入）86.7亿元，同比降低27.9%；全行业实现营业利润15.6亿元，同比降低41.8%；净利润10.1亿元，同比降

低60.2%。相比于小额贷款及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的发展，典当管理诸多政策使典当行业难以享受银行融资、税收优惠等，制

约了行业创新发展。截至2016年12月底，全行业银行贷款余额37.7亿元，同比下降13.7%，占典当企业资产总额的2.3%，仍

处于较低水平，侧面反映出典当企业从银行融资难度仍然较大。 

2016年，民生典当在市场竞争加剧、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严重下滑的不利形势下，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全年运行平稳。

民生典当成都分公司于2016年12月正式开业，迈出了加快全国布局的重要一步。未来民生典当仍将以加强风险管理为重点，

不断拓展业务规模，提升盈利能力。 

2、保险经纪业务 

保险经纪业务是公司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依法收取佣金。公司保险

经纪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民生保险经纪运营。民生保险经纪注册资本5000万元，是具备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经纪资质的全

国性保险经纪公司，持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其业务主要包括风险管理咨询业务、

保险承保业务、协助索赔业务以及再保险业务等，主要产品为财产保险及其相关增值服务、人身保险及其相关增值服务、风

险管理咨询服务等。民生保险经纪客户分为法人客户和自然人客户，其中法人客户占比达到95%以上。民生保险经纪收入来

源以保险公司所支付的佣金为主，其合作方包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016年，保险市场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全行业共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3.10万亿元，同比增长27.50%，增速创2008年以

来新高。伴随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增长，保险经纪行业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光明。 

2016年是民生保险经纪快速发展的重要一年，公司经营发展稳步推进，整体水平居行业中流。报告期内，民生保险经

纪常规续保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依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资源优势，新增国际性业务，创新类（如诉讼保全保险业务）以及再

保险业务实现零突破，但其业务整体来看规模较小，市场竞争能力及持续盈利能力有待进一步发展提高。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29,377,964.58 234,658,487.49 40.36% 473,435,13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42,972.36 21,337,140.52 -22.00% 88,243,07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925,225.17 -13,091,065.93 -159.15% 2,734,314.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3,234,751.61 62,355,882.27 -714.59% -174,791,447.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3 0.0401 -21.95% 0.16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3 0.0401 -21.95% 0.16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 2.35% 下降 0.43 个百分点 9.3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920,886,016.65 1,420,965,708.65 -35.19% 1,037,047,0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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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7,234,963.56 870,437,876.74 0.78% 974,582,327.9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0,299,784.79 73,355,931.48 110,727,234.17 74,995,01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80,590.65 7,761,023.42 13,253,315.61 6,809,22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73,478.78 -29,973,297.29 8,491,261.23 5,430,28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689,353.19 -147,909,698.17 6,869,472.13 -185,505,172.3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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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7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3,26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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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泛海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56% 

119,981,4

28 
 质押 119,981,400 

红槿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2% 

21,904,67

3 
   

鞠钱 
境内自然

人 
1.46% 7,768,700    

张玉敏 
境内自然

人 
1.31% 6,980,000    

周建国 
境内自然

人 
0.73% 3,900,045    

楼慕涵 
境内自然

人 
0.63% 3,357,500    

关竹月 
境内自然

人 
0.49% 2,603,225    

孙贤明 
境内自然

人 
0.48% 2,558,931    

雷鸣 
境内自然

人 
0.40% 2,123,479    

翟铖铖 
境内自然

人 
0.39% 2,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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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鞠钱通过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7,768,700；股东周建

国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3,900,045；股东孙

贤明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55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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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是公司进一步调整、优化发展战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重要一年。公司秉承“因势而变、顺势而为”的发展理念，

依据宏观经济形势与政府监管政策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与业务运作机制，稳健掌控经营发展的整体大局与关键环

节，对现有业务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优化，为未来发展布局，为公司集中力量发展科技创新业务和高新技术产业、实现战略

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报告期内，公司对年度重点工作精心安排、系统设计、统筹规划，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通过全员努力，公司各项

业务平稳健康发展，年度经营计划基本达成。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9.21亿元，同比下降35.19%；净资产为8.77亿元，同比上升0.78%；全年

公司合并报表实现的营业收入为3.29亿元，同比上升40.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64.30万元，同比下降

22.00%。2016年度公司实现每股收益0.0313元，同比下降21.9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92%，同比下降0.4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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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调整优化现有业务，为推进战略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2016年，公司管理层根据经营环境、市场环境及监管政策的变化，进一步调整优化现有业务结构。报告期内，公司出

售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6%股权，回笼资金13,530万元；顺利完成民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工作，剥

离财富管理业务，获得股权转让款3.5亿元；适时终止参与吉林泛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重组事宜。通过这一系列工作，为公

司更好地集中力量推动战略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强化经营管理和业务拓展力度，各项业务稳健开展。 

2016年，公司加强对所属公司的规范管理与合理授权，强化对所属公司的支持力度，深入推进系统制度建设和内控体

系建设，积极为子公司提供品牌宣传工作的管理、指导与协助，利用控股公司平台资源，全力协助及所属公司拓宽新的业务

渠道，各项业务取得新的进展。 

报告期内，民生典当强化风险控制，创新业务种类，经营规模和竞争实力进一步提升，在行业发展全面下滑的形势下，

保证了较高的资金使用率；顺利完成了成都分公司的选址、办照和开业工作，为提升民生典当品牌、加快全国布局迈出了重

要一步。2016年，民生典当实现营业收入4,736.09万元，同比下降4.41%，实现净利润2,605.99万元，同比增长7.64%。 

民生保险经纪顺应市场发展趋势，探索新兴业务，努力提高市场份额，建立湖南代表处、开展河北省诉讼财产保全责

任保险业务，加大区域业务拓展力度，经营工作取得新进步，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60.13万元，同比增长59.65%，全年实现净

利润202.77万元。 

2016年，资本市场整体走势震荡疲软，市场风险和操作难度较大，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审慎开展股票投资，通过购买基

金、信托产品、进行国债逆回购交易等收益有保障、风险相对可控的多元化资产配置方式增加公司收益，实现投资收益和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合计2,549.81万元。 

（三）继续强化风控管理，全面管控经营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把风险控制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在管理体系、风险教育、合规经营、业务管控等方面强化风险管

理工作，加强事前、事中风险管控及综合审计、专项审计等事后审计监督手段，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管理制度，

风险管理措施得力，全年公司未出现风险事件。  

（四）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透明度，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提升法人治理水平，提高规范

运作水平。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召集、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信息披

露的真实、及时、准确、完整，增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深化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继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积极参加青岛辖区“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证券投资者教育百

日讲坛”活动，同时充分借助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易平台、公司邮箱及设立的咨询电话等多渠道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

交流，并切实做好未公开信息的保密工作；积极维系与媒体的良好公共关系，有序组织媒体关系工作，维护公司资本市场形

象；及时更新公司网站相关信息，以便于投资者快捷、全面获取公司信息。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民生财富 100%股权转让暨重大资产出售事宜。股权转让完成后，民生财富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的主营业务集中到典当和保险经纪业务。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329,377,964.58元，较上期234,658,487.49元上升40.36%；主要系子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642,972.36元，较上期21,337,140.52元下降22%，主要系营业费用及财务费用大幅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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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民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重大资产出售

事宜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和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 1-11月报表将民

生财富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自 2016年 12 月起，民生财富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批准报送日期：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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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