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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2019-13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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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冰 董事 工作原因 陈家华 

严兴农 董事 工作原因 李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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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7149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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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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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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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亿元，公司持有92.38%

股权，是北京市成立较早的典当企业，现为北京市典当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民生典当主营业务包括动产质押典当、财产权利

质押典当、房地产抵押典当、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以及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等，目前在北京、成都设有经营场所，服务于

上述地区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客户群。 

民生典当从事典当业务流程主要包括受理、评估、登记、放款等环节，其主要竞争对手是当地同行及小额贷款公司。 

2018年5月14日，商务部发布《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和典当行管理职责调整有关事宜的通知》，

从4月20日起，典当公司的业务经营与监管规则职责划给银保监会。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公布的典当行业统计数据到2018年2

月。从已经公开的2018年1-2月典当行业总体运行情况来看，全国典当行业资产总额、负债合计略有上升，盈利水平和典当

总额有所下降。业务结构保持稳定，房地产典当仍是行业主要业务；典当余额较去年上升1.9%，典当余额占行业全部资产

总额的54.6%，说明行业的业务量、资金利用率都有进一步提升空间；贷款逾期率为13.8%，较上年同期上升0.3个百分点，

绝当率2.2%，较上年同期下降1.6个百分点，企业经营风险整体处于较低水平；银行贷款较去年下降9%，全行业银行贷款占

典当企业资产总额的2%，仍处于较低水平。表明典当企业主要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经营，风险传导性较低；也反映典当企业

从银行融资难度仍然较大。 

银保监会截至目前尚未公布2018年全年典当行业统计数据。 

2、保险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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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保险经纪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5000万元，公司持股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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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流程包括取得客户委托、设计保险方案、制作保险询价单、向市场询价、

代客户投保及后续服务等环节。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全社会保险意识的增强，保险市场保持稳定发展，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2018年保险统计

数据报告》，2018年保险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38016.62亿元，同比增长3.92%，其中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0770.08亿元，

同比增长9.51%；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20722.86亿元，同比下降3.41%；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448.13亿元，同比

增长24.12%；意外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075.55亿元，同比增长19.33%。 

依托于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保险经纪行业面临良好的发展前景，保险经纪行业趋向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2018

年2月1日，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自2018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

的实施，有利于完善保险经纪行业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促进专业化和规范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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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80,611,255.76 71,418,431.28 12.87% 329,377,96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83,416.04 27,213,804.60 -26.57% 16,642,97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60,241.61 10,491,202.73 42.60% -33,925,225.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733,930.72 -15,970,459.49 -267.77% -383,234,751.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6 0.0512 -26.56% 0.03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6 0.0512 -26.56% 0.03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3.12% 下降 0.82 个百分点 1.9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919,761,485.28 942,772,512.15 -2.44% 920,886,01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1,964,106.98 875,772,634.32 -0.43% 877,234,9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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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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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6,772.92 18,354,023.27 24,393,034.43 21,457,42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5,351.39 1,494,315.42 10,933,773.03 4,249,97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9,377.96 3,489,745.62 8,599,540.72 1,511,577.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400,431.24 -28,496,609.10 -382,570.05 54,545,67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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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3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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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81,428  质押 119,981,399 

周建国 境内自然人 0.93% 4,929,900    

鞠钱 境内自然人 0.91% 4,850,000    

顾兴华 境内自然人 0.57% 3,016,305    

张玉敏 境内自然人 0.53% 2,800,000    

尹玉臻 境内自然人 0.52% 2,785,000    

吕守喜 境内自然人 0.46% 2,425,655    

邱伟豪 境内自然人 0.44% 2,341,608  质押 2,322,400 

孙贤明 境内自然人 0.40% 2,113,100    

刘晓红 境内自然人 0.38% 2,014,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周建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29,900 股，合计持有 4,929,900 股；股东鞠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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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850,000 股，合计持有

4,850,000 股；股东顾兴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92,500 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23,805 股，合计持有 3,016,305 股；股东孙贤明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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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113,100 股，合

计持有 2,113,100 股；股东刘晓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943,30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800 股，合计持有 2,014,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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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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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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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加快优化调整步伐，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全力以赴确保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一年以来，公司主营业务

经营有了新的起色，典当业务稳中有升，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保险经纪业务通过优化调整，提高了经营发展的质量，奠

定了下一步发展的基础；企业管理进一步加强，以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有了明显的进展；节流与开源并重，

费用管理、成本管理富有成效；风险控制得到强化，全年无重大风险事件出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关联交易等得到有效管

理，年内公司获得深交所信息披露考核“B”；公司荣获中国证券报2017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展现了公司在资本市场的

良好形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9.20亿元，同比下降2.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8.72亿元，

同比下降0.43%；全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的营业收入为8061.13万元，同比上升12.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998.34万元，同比下降26.57%。2018年度公司实现每股收益0.0376元，同比下降26.5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30%，同

比下降0.82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对民生典当的支持力度。根据2017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为民生典当提供财务资助5500万元，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财产权利典当业务的控制和审核，采取调低放款比例及额度等更为严厉的风险

控制措施，力保典当贷款安全；房地产典当业务作为公司典当业务的核心业务，在2018年行业内外经济环境较为严峻的情况

下，通过专业的业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发挥优势，实现了典当核心业务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对保险经纪业务实施较大力度的优化调整，力图夯实保险经纪业务发展的基础。积极调整运营模式，对

保险经纪业务的组织架构、人员配置重新整合，制定实施与个人业务挂钩的绩效考评激励制度，完善业务管理制度流程。经

过一年接近市场化的探索，员工业务开拓的主动性提高，业务流程逐渐清晰通畅。 

报告期内，公司审慎进行证券投资，根据资本市场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逐步减少股票二级市场投资的比

重和份额，适当加大债券、信托产品的投资力度，力求减少证券市场大幅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确保获得稳健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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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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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典当业务 70,480,395.49 46,936,971.75  15.15% 4.88%  

保险经纪业务 9,952,467.66 3,195,824.77  -1.82% 5.29%  

备注：公司的典当、保险经纪业务，主要经营费用为人力费用、职场费用等，不列支成本，相关费用计入销售费用及管理费

用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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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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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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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

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

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

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

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股东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

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影响： 

调整前  调整后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账款          7,530,384.9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530,384.93  

应收票据   

应收利息             693,707.15   其他应收款           3,749,791.91  

其他应收款          3,056,084.76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         40,297,887.96  

固定资产        40,297,887.96  

应付利息                 4,311.31   其他应付款           6,403,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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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股利          5,322,078.86  

其他应付款          1,077,288.66  

财务费用             278,993.63   财务费用  278,993.63  

 其中：利息费用  441,602.03 

 其中：利息收入  255,982.87 

管理费用     32,443,343.17    管理费用     32,443,343.17  

 研发费用    

营业外收入 122,486.44                营业外收入                    819.79  

 其他收益               121,6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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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批准报送日期：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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