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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17-32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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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9 名董事全部

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无法做出保证或存在异议。 

公司董事长何春梅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谭志华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梁江波先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 2017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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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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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财务报表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3月 31日 2016年 12 月 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资产总额 67,865,092,041.83  67,961,354,951.18  -0.14 

负债总额 53,288,616,115.15  53,627,575,106.16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001,007,261.11  13,757,509,748.15  1.77 

项目 2017 年 1-3月 2016年 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37,028,574.06  924,055,677.34  -2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525,808.63  330,269,553.39  -3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350,321.04  329,776,145.83  -40.76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3,907,593.06  -131,273,334.66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220,610.52  -884,192,598.0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 2.48 
下降 0.9个百分

点 

注：公司于 2016年 5月 31日实施完成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

总股本变更为 4,215,541,972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4号—每股收益》和中国证监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 年修订）》的规定, 上表中 2017年一季度、2016年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指标的分母按

4,215,541,972 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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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4,215,541,972 股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1,210,5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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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696.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4,613.22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影响利润总额） 32,258,638.39  

减：所得税影响数 8,064,659.6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影响净利润） 24,193,978.79  

其中: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24,175,487.59  

     影响少数股东损益 18,491.20  

注：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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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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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163,69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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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4 941,959,606 0 - 0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国有法人 6.54 275,683,629 0 - 0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90 248,731,337 0 - 0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6 183,750,000 0 质押 150,000,00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一般

法人 
2.86 120,756,361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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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

品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

法人 
1.71 72,249,108 0 质押 61,35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2 64,254,450 0 -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

财产品等 
1.30 54,639,432 0 - 0 

天弘基金－宁波银行－天

弘金鹿盛卓定增 75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基金、理

财产品等 
1.26 53,010,432 0 - 0 

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一般

法人 
1.20 50,610,000 0 -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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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41,959,606 人民币普通股 941,959,606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275,683,629 人民币普通股 275,683,629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48,731,337 人民币普通股 248,731,337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750,00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756,361 人民币普通股 120,756,361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72,249,108 人民币普通股 72,249,10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4,254,450 人民币普通股 64,254,4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4,639,432 人民币普通股 54,639,432 

天弘基金－宁波银行－天弘金鹿盛卓定增 75 号资产

管理计划 
53,010,432 人民币普通股 53,010,432 

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50,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6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根据公司掌握的情况，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截至 2017年 3 月 31日，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的情形。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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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式证券交易。 

（二）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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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3月 31日 2016 年 12月 31日 
增减百分

比（%）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16,865,836,290.35 13,074,115,949.39 29.00 
本期自有资金增加，以及代理买

卖证券资金存款增加。 

结算备付金 1,951,754,464.75 2,524,163,695.47 -22.68 
本期代理买卖证券客户结算备

付金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11,381,480,042.26 8,203,004,908.41 38.75 
期末银行间市场债券投资规模

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7,306,059,674.37 11,093,534,894.39 -34.14 

期末债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

务规模减少。 

应收款项 83,000,510.81 2,653,103,660.69 -96.87 期末应收款项减少。 

应收利息 831,023,304.89 647,515,873.90 28.34 本期应收债券投资利息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

产 
50,989,286.85 69,060,557.20 -26.17 

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拆入资金 3,000,000,000.00 1,500,000,000.00 100.00 期末银行间市场拆入资金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款 
20,025,972,626.44 25,628,651,291.25 -21.86 

期末银行间市场债券卖出回购

金融资产业务规模减少。 

应付款项 51,052,230.73 66,960,201.90 -23.76 
期末应付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减少。 

应付债券 10,779,687,561.36 7,990,032,136.42 34.91 期末次级债券规模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

债 
8,589,353.03 7,059,170.80 21.68 

期末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

动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3,633,909.38 -37,605,613.71 不适用 
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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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年 1-3月 2016 年 1-3月 
增减百分

比（%） 
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
净收入其中：经

纪业务手续费
净收入 

166,387,580.61 217,920,670.92 -23.65 
因证券市场交易量下降，代理买

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减少。 

手续费及佣金
净收入其中：投
行业务手续费
净收入 

154,202,232.14 293,553,948.38 -47.47 
因承销业务减少，投资银行业务

净收入减少。 

利息净收入 -44,885,623.15 139,491,208.38 不适用 
本期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息支
出增加。 

投资收益 295,975,412.84 168,787,548.28 75.35 
本期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
收益增加。 

投资收益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146,014.84 1,235,787.02 不适用 
本期子公司对其联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29,446,754.15 -26,237,867.63 不适用 
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增加。 

其他业务收入 43,617,368.80 11,072,978.08 293.91 
本期期货公司现货交易收入增

加。 

税金及附加 6,275,483.60 57,652,963.32 -89.12 
因“营改增”后增值税不在本项

目列示以及本期营业收入同比
减少，导致税金及附加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6,142,293.78 4,114,857.44 49.27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41,514,742.95 10,368,435.54 300.40 
本期期货公司现货交易成本增

加。 

营业外收入 32,723,212.07 895,572.24 3,553.89 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增加。 

所得税费用 78,285,102.66 107,781,524.79 -27.37 
本期利润总额减少导致所得税

费用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19,525,808.63 330,269,553.39 -33.53 本期净利润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9,062,679.97 13,312,310.93 -31.92 本期净利润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23,971,704.33 -127,154,802.38 不适用 
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增加。 

归属于少数股
东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
额 

-64,111.27 -4,118,532.28 不适用 
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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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二）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其他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且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2.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作为管理人代表管理的国海金贝壳赢安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简称集合计划）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认购江苏中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原江

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的“江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第二期）”，认购债券面值总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截至债券兑付日 2016 年 6月 20 日，发行人未履行私募债相关约定偿还本

息。发行人尚欠集合计划应付未付债券本息 52,513,698.63 元。2016 年 6月 29

日，公司代表国海金贝壳赢安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发行人江苏中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兑付债券本息

共计 52,513,698.63 元；2.保证人陈厚华、关宏、中海信达担保有限公司对江

苏中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兑付债券本息承担连带责任；3.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对集合计划在债券到期日无法收回债券本息承担赔

偿责任；4.江苏中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陈厚华、关宏、中海信达担保有限公

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6 年 6 月 29 日,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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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传票，开庭时间拟定于 2016 年 10月 24 日。2016

年 10 月 19 日，公司接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

迁分行对本案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2016 年 10 月 24 日暂不

开庭。2017 年 2 月 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

01 民初 41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述管辖权异议，2017 年 2 月 20 日，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上诉，请求撤销上述民事裁定书，目前该事项尚

未有其他进展。上述诉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 

3.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收购、出售、置换及企业合并事项。 

4.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①获得经纪业务手续费收入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

序 

2017年 1-3月 2016年 1-3月 

金额 

占同期同

类交易比

例（%） 

金额 

占同期同类

交易比例

（%） 

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

证券业务 
市场定价 5,008.87 0.00 - - 

广西索芙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

证券业务 
市场定价 7,116.40 0.00 - - 

②利息收入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2017年 1-3月 2016年 1-3月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利息

收入 

市场定价 13,634,114.88 59.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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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利息支出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2017年 1-3月 2016年 1-3月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卖出回购金

融资产利息

支出 

市场定价 12,190,086.71 6.90 - - 

（2）报告期内，公司无因资产或股权收购、出售发生的关联交易。 

（3）与关联方非经营性债权债务往来或担保事项 

①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与关联方发生的非经营性债权债务往来。 

    ②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任何担保事项。 

5.重大合同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

交易、托管、承包、租赁其他公司资产或其他公司托管、承包、租赁公司资产

的事项。 

（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

担保合同事项。 

6.公司再融资工作进展情况 

（1）2016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配股相关议案，同意以配股方式募集资金不超过 50亿元。2016年 12月 14 日，

公司配股申请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目前

尚未获得相关批文。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7月 27 日、12 月 15日登载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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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配股申请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2）2016年7月26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一

次或多次或多期在中国境内公开或非公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并同意对公司发

行债务融资工具做出一般性授权。2017年3月24日，公司完成 2017年证券公司

次级债券（第一期）的发行工作，最终发行规模为27.90亿元。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7月 27 日、2017 年 3月 29 日登载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

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7.其他重要事项信息披露情况 

序号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1 公司继续停牌的公告 2017-01-06 

2 公司继续停牌的公告 2017-01-13 

3 公司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2017-01-19 

4 复牌公告 2017-01-20 

5 公司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7-01-21 

6 公司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7-01-24 

7 公司董事或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2017-01-24 

8 公司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7-01-25 

9 公司2015年次级债券（第一期）2017年兑息 2017-02-07 

10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的公告 
2017-03-08 

11 公司2017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2017-03-29 

注：上述重要事项刊载的互联网网站及检索路径为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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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子公司重大事项 

（1）公司控股子公司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认购江苏中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中联物流）发行的“江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 2013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第

一期）”，认购债券面值总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截止债券兑付日 2016 年 3 月 12 日，发行人未履行私募债相关约定偿还本

息。经协商延期至 6 月 30 日仍无法偿付债券本息。2016年 7 月 1日，期货公司

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①发行人江苏中联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兑付债券本息共计 2,196.64 万元；②保证人陈厚华、关宏、中

海信达担保有限公司对江苏中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兑付债券本息承担连带责

任；③江苏中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陈厚华、关宏、中海信达担保有限公司承

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6年 7 月 13 日，期货公司收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

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16年 8 月 22 日—24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法官、

代理律师与期货公司员工赴中联物流公司所在地江苏省宿迁市办理财产保全手

续，并对本案涉及的被告房产及土地使用权、银行账户、公司股权等进行了查

封。在此期间，期货公司接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审判法官书记员通知，被

告中联物流对本案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法院已对异议裁

定驳回。 

2017 年 1 月 5 日，本案在下城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被告中联物流

对证据与事实无异议，但对期货公司提供的“关于 2013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第

一期）债券本息偿还及抵押担保协议”、“江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 2013年中小企

业私募债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两份证据原件材料向法院提出公章鉴定申请。

由于中联物流未缴纳公章鉴定费用，鉴定机构已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将材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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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法院，目前正在下一次开庭公告阶段。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未有

其他进展。 

上述诉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截至目前，未对期货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 

（2）公司控股子公司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股权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的由百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

花医药）发行的“北部湾风帆债-百花医药 1 期”私募债 1,000 万元、800 万元

已于 2016年 10月 20 日到期。债务人百花医药因经营不善等原因未能按期支付

债券本息，构成违约。该债券担保人鼎盛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盛

鑫公司）未履行代偿义务。 

为维护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债务，2016 年 11月 8 日经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决定，期货公司、北部湾股交所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委托广西北部湾产权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产交所）向南宁市管辖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债务人百花医药依法偿还债券本息及相关费用，鼎盛鑫公司承担连带偿还

责任。北部湾产交所向本案管辖法院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提交诉讼材料后，

法院已于 2017 年 2 月立案。2017 年 2 月 14 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启动诉

讼财产保全程序，目前已查封百花医药、鼎盛鑫公司多处固定资产及银行账户。

2017 年 4 月 6 日，北部湾产交所收到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发出的传票，开庭

时间拟定于 2017年 5 月 24 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未有其他进展。 

上述诉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截至目前，未对期货公司、北部湾股交所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

等承诺相关方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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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营业务受证券市场波动影响较大，无法对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

累计净利润变动情况进行准确估计。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

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月度主要财务信息，

以便投资者及时掌握公司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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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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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本期投资收益 期末账面价值 资金来源 

股票 464,933,012.58 6,433,188.40 32,431,798.18 389,261,394.49 332,836,140.44 13,692,512.37 530,486,531.72 自有资金 

基金 598,200,699.20 8,800,814.73 -8,916,616.20 262,228,874.15 285,473,864.05 2,177,932.60 371,662,023.49 自有资金 

债券 12,567,189,237.69 8,281,751.02 -4,416,053.05 61,210,409,765.15 58,251,910,865.95 110,397,471.28 12,519,629,170.51 自有资金 

信托

产品 
1,000,000.00 - - - - - 1,000,000.00 自有资金 

其他 1,223,010,042.42 -755,155.00 -42,051,398.72 103,830,265.30 289,843,698.10 765,390.43 1,059,303,643.68 自有资金 

期货 不适用 7,964,437.50 - 480,426,950.00 394,526,387.50 -1,880,015.76 - 自有资金 

金融

衍生

工具 
不适用 - - - - 1,921.92 - 自有资金 

合计 14,854,332,991.89 30,725,036.65 -22,952,269.79 62,446,157,249.09 59,554,590,956.04 125,155,212.84 14,482,081,36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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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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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

年 3月 31日 
电话沟通 媒体、公众投资者 不适用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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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何春梅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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