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109

公司简称：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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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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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杜航

工作原因

冉云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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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国金证券

董事会秘书
周洪刚
028-86690021
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tzzgx@gjzq.com.cn

股票代码
600109

变更前股票简称
成都建投

证券事务代表
叶新豪
028-86690021
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tzzgx@gjzq.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51,940,547,459.40
20,080,557,493.43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上年度末
增减(%)
46,667,401,967.04
11.30
19,489,680,217.07
3.03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827,917,695.23

2,684,545,732.74

-69.16

1,913,484,093.61

1,674,011,155.31

14.31

621,142,135.67

495,568,535.99

25.34

608,158,874.71

455,468,666.65

33.52

3.14

2.62

增加0.52个百分点

0.205

0.164

25.00

0.205

0.164

25.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7,38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比
例(%)

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09

547,075,232

0

无

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34

282,555,604

0

质押

山东通汇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4.65

140,582,700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2.99

90,428,645

0

无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76

53,360,2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75

52,829,485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55

46,726,900

0

无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0

30,200,900

0

无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0.63

18,929,508

0

无

股东名称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东性
质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66,890,000

人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0.62

18,750,000

0

无

1．长沙涌金（集团）有限公司与涌金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2．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备注：经函证，因经办券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提交的质押解除申请交收失败，经办券
商未根据公司股东涌金控股（质押人）与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质押权人）的申请，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完成涌金控股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2,241 万股的质押解除。上述各方于 2019 年 7 月重
新进行申报，截至目前该 2,241 万股股票已完成质押解除。上述股权质押解除后，涌金控股累计
质押公司股份 4,448 万股。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
开 发 行
2018 年 公
司债券 (第
一期)

18 国金 01

150233

2018/4/2

2020/4/2

1,500,000,000

5.75

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
开 发 行
2018 年 公
司债券 (第
二期)

18 国金 02

150234

2018/4/2

2021/4/2

1,500,000,000

5.85

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

19 国金 C1

151742

2019/6/24

2022/6/24

1,000,000,000

4.60

公司非公
开 发 行
2019 年 次
级债券 (第
一期)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上年度末
48.64

本报告期（1-6月）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4.48
上年同期

4.44

3.40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整体平稳，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政策频出，资本市
场受益明显。截至 2019 年 6 月底，上证综指收报 2978.88 点，较年初上涨 19.26%；2019 年上半
年沪深两市日均交易额为 5872.39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2.24%；截至 2019 年 6 月底，沪深两
市融资融券余额 7923.13 亿元，较年初增长 20.33%（数据来源：WIND 数据）
。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及行业发展态势的把握，坚守合规底线，严格管
控流动性风险及信用风险，在强调稳健经营的同时，进一步通过持续创新、优化效率提升专业服
务能力，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公司各项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10 亿元次级债券，合理改善公司负债期限结构；
公司业务资质不断完善，取得信用衍生品业务资质、国债期货做市业务资质、信用保护合约核心
交易商备案。
报告期内，公司证券经纪业务以“零售业务线上化，财富机构业务线下化”为业务策略，加
大金融科技投入，提升专业化、差异化、智能化服务能力，同时优化分支机构布局，报告期内浙
江省温州市、广东省东莞市和湖南省郴州市三家证券营业部正式开业；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探索专
业化路径、强化风险控制，进一步扩大对重点行业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积极响应科创板设立，
全面依规梳理业务流程，全力支持创新企业开展科创板申报；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进一步推动转型
变革，着力发展主动管理产品业务，强化专业优势，寻求业务突破；公司自营业务保持谨慎稳健

的投资策略，确保持续稳定盈利，同时获得多项业务资质进一步丰富投资范围。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519.41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1.30%；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权益 200.81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03%。报告期内，公司取得营业收入 19.13 亿元，同比增
长 14.3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1 亿元，同比增长 25.34%。

3.1.1 主营业务分析
3.1.1.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营业收入

1,913,484,093.61

1,674,011,155.31

14.31

营业成本

1,101,321,505.03

1,058,601,270.88

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7,917,695.23

2,684,545,732.74

-69.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475,436.31

-3,521,514,634.32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3,312,079.99

3,906,801,536.46

-42.07

22,626,706.88

31,964,440.17

-29.21

研发支出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公司证券投资业务收入、投资银行收入同比增加。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营业成本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拆入资金净现金流量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债券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减少、偿还债务支付
的现金增加。
3.1.1.1.1 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营业成本比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证券经纪业务

685,267,846.78

388,320,697.57

43.33

12.14

-0.43

投资银行业务

249,087,352.94

249,881,397.03

-0.32

42.44

11.54

证券投资业务

455,001,656.60

68,333,419.31

84.98

94.64

85.42

资产管理业务

60,192,890.86

68,242,144.59

-13.37

-63.02

-29.39

(%)

毛利率比上

上年增减（%） 上年增减（%） 年增减（%）
增加 7.15 个
百分点
增 加 27.79
个百分点
增加 0.74 个
百分点
减 少 54.00
个百分点

（1）证券经纪业务
2019 年上半年，经纪业务执行委员会围绕“零售业务线上化、财富机构业务线下化”的战略

目标，在客户分层初步完成的背景下，各业务线、服务团队与产品线紧密联动，以提升客户粘性
为目标，努力提高销售服务水平和效率,打造核心竞争力。
零售业务线上化方面，通过对客群的进一步细分，匹配对应的服务团队组织架构，规范服务
流程，强化各业务条线的联动性，提升客户粘性，减少客户流失，盘活存量客户，提高整体服务
水平和服务效率，降低业务风险；投顾展业模式线上化、客户服务线上化，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
咨询服务，实现了客户服务的 7*24 无障碍沟通。财富机构业务线下化方面，从业务模式架构搭建、
客户服务规范建立、员工结构调整等多方面基本完成了从初期试点、组织架构搭建到精细化管理、
明确业务目标的转型，为实现后续更高效的业务推进，持续优化、夯实了底层架构。
在品牌营销及渠道推广上，一方面，持续进行品牌传播，提升客户品牌认知，强化平台互动
营销，佣金宝 5.0 全新上线，并通过多次迭代，实现各条线产品功能优化；另一方面，扩大银行
渠道覆盖，新增互联网合作渠道。在业务拓展上，备战沪伦通、科创板等新业务，精进老业务，
以客户适当性管理为核心，风险管控为本，优化账户业务的线上化发展，完善投资者保护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经纪业务股票、基金、债券交易总金额达到 19,554.5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65%，其中股票基金交易总金额 19,071.5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25%。另外，公司还向基
金公司等机构提供交易单元。2019 年上半年公司证券经纪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85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2.14%。
（2）投资银行业务
2019 年上半年，IPO 过会率上升，新申报企业数量也大幅上升，但 IPO 的发行数量和募集资
金规模较上年同期却下降，未来审核形势仍不明朗，再融资规模也进一步收缩。债券市场发行情
况有所好转，但民营企业信用风险仍然存在，债券违约事件时有发生。公司始终坚持依法合规经
营、有效控制风险，持续加强项目管理，努力提高业务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质量控制意识，不
断提升项目执业质量。
2019 年上半年，股权融资方面，公司分别担任华培动力（603121）
、恒铭达（002947）等 IPO
项目的保荐机构与主承销商，合计承销金额为 10.99 亿元；债券业务方面，2019 年上半年公司共
发行 19 支债券，包括 19 上虞 01、19 甬象 01、19 云城 01、19 滇度 01、大业转债等，合计承销
金额为 145.80 亿元；并购重组业务方面，公司担任了新开源（300109）
、元力股份（300174）
、中
国天楹（000035）等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公司共有注册保荐
代表人 135 名，在全部保荐机构中排名第 7 位。
2019 年上半年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4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44%。

（3）证券投资业务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严格把控投资风险，在合规的前提下开展各项投资业务。在固定收益类
投资方面，金融监管政策进入平稳落实阶段，表外融资收缩的趋势得到缓解，但中美贸易谈判情
绪多有反复，经济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资金面整体相对平稳，6 月份包商事件之后，在央行的
呵护之下，资金面相对宽松，结构性流动性冲击并未造成恐慌蔓延。整体看，利率债收益率温和
下行，信用债信用利差主动收窄。公司在报告期内，一方面适度提升持仓券资质，积极把握交易
型机会；另一方面通过丰富的融资工具和合理安排融资期限优化负债管理、实现了低风险水平的
稳健收益。在权益类投资方面，公司在报告期内保持稳健的投资风格，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多元
化投资分散风险，主要投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证券、公募基金、公司发行的资管产品及
信托产品等。其中，二级市场证券以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证券为主，其他场外品种投资，均以中
低风险的产品为主。2019 年上半年公司证券投资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5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4.64%。
（4）资产管理业务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以防风险、强管理、稳发展为主线，不断提升投资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
能力，积极推进科创板基金、纾困基金、QDII 等业务落地，目前权益类、固定收益类、FOF 类、
股票质押式回购、资产证券化等主动管理为特色的业务稳步发展。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存续的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共有 37 只，管理规模为 26.27 亿元（含处于清算期的产品）
；存续的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共有 105 只，管理规模为 983.28 亿元；存续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共有 26 只，管理规模为
257.97 亿元（注：均为母公司口径）
。
（5）信用交易业务
2019 年上半年，
公司信用交易业务稳步发展。期末累计开户数 6.89 万户，
较上年末增长 5.22%。
报告期末，公司的融资融券余额为 71.52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20.59%，市场占有率为 7.85‰（数
据来源：沪深交易所）
。报告期公司取得融资融券利息净收入 24,155.83 万元。
报告期内，自有资金出资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客户参与数 55 户，期末待购回客户数为 33
户，待购回金额为 22.28 亿元，利息收入 10,373.87 万元。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期末待购回金额
为 0.26 亿元，利息收入 51.43 万元（注：均为母公司口径）。
（6）新三板业务
随着股转公司对挂牌准入要求的提高、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市场流动性降低，新三板业务
在 2019 年上半年继续放缓；公司在维护原有的新三板企业客户的基础上继续开拓优质新三板挂牌

企业和做市企业，为客户提供更全面、更专业的服务。2019 年上半年，公司共为 2 家挂牌企业完
成定向增发，合计融资 0.44 亿元。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公司对 105 家挂牌企业履行持续督导职
责，公司持续督导的新三板项目中纳入创新层的家数为 10 家；截至期末公司做市交易已上线项目
为 22 个，分别为：龙泰家居、博阅科技、花嫁丽舍等， 2019 年上半年无新增上线项目。
（7）境外业务
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香港”
）和国金财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金财务香港”
）为公司的境外子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国金香港持有香港证监会核
发的第1类牌照：证券交易；第2类牌照：期货合约交易；第4类牌照：就证券提供意见；第6类牌
照：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第9类牌照：提供资产管理，以及持有香港放债人牌照。另外，国金香
港于2013年12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RQFII资格，获批额度为人民币10亿元。国金财务香港亦持
有香港放债人牌照。
目前，国金香港的主要业务包括销售及交易业务（为股票和期货产品提供交易服务）；投资银
行业务（股票承销和财务顾问）和资产管理业务。
2019 年上半年国金香港代理股票交易量 92.92 亿港元，代理期货合约交易量 12,849 张；参
与财务顾问项目 2 个。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资产管理业务受托资金 4.88 亿港元，RQFII 业务
受托资金 0.65 亿元人民币。

3.1.1.1.2 费用
增减幅度
（% ）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业务及管理费

1,097,584,039.99

1,051,140,299.01

4.42

208,387,116.86

163,640,568.46

27.34

所得税费用

主要原因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增加，相
应各项业务成本费用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增加，
相应所得税增加。

3.1.1.1.3 现金流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2,791.77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85,662.80
万元，主要是由于拆入资金减少和融出资金增长导致现金流出增加。具体构成来看，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的主要项目：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477,160.20 万元，收到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流
入 185,517.36 万元，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114，653.29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主要
项目：拆入资金净减少额 315,000.00 万元,支付给职工的现金及支付的业务管理费 135,796.80

万元，融出资金净增加额 116,650.23 万元，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57,708.31
万元，支付的各项税费 34,864.27 万元，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流出 30,532.97 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247.5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40,903.92 万元，主要
为本期债券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主要构成项目：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3,158.97 万元，投
资支付的现金 73,600.OO 万元，购建和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现金净流出 3,561.90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26,331.21 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164,348.95 万元，主要
原因为本期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减少，以及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导致。主要构成项目：借款
和发行债券收到现金 447,539.83 万元，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85,291.26 万元，分配股利或偿付
利息产生的现金流出为 35,917.36 万元。
公司报告期净利润为 62,114.73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 82,791.77 万元，二者之
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为：回购业务收到现金 477,160.20 万元,代理买卖证券款增加导致现金流入
114,653.29 万元，拆入资金减少和融出资金增加导致现金流出 431,650.23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
产和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减产生的现金流出 141,702.69 万元。

3.1.1.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证券投资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5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94.64%，证券投资业务
实现利润在营业利润中的占比增加 15.61 个百分点。

(2) 其他
□适用 √不适用
3.1.2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1.3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3.1.3.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本期期末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本期期末金

数占总资

额较上期期

情况

产的比例

末变动比例

说明

（%）

（%）

存出保证金

724,323,516.65

1.39

542,900,972.65

1.16

33.42

-

392,761,913.77

0.84

不适用

-

11,667,161,436.97

25.00

不适用

应收利息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14,935,671,543.54

28.76

-

不适用

473,341,298.58

0.91

-

不适用

12.05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5,623,006,139.46

其他债权投资

1,441,689,588.37

2.78

-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687,913,854.47

5.17

-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

476,522,725.83

1.02

不适用

应付短期融资款

2,840,952,585.20

5.47

128,770,000.00

0.28

2,106.22

拆入资金

1,000,333,277.78

1.93

4,150,000,000.00

8.89

-75.90

交易性金融负债

1,394,095,338.07

2.68

-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

1,800,158,199.65

3.86

不适用

6,901,689,182.87

13.29

2,561,735,843.78

5.49

169.41

应交税费

154,541,336.92

0.30

232,334,623.47

0.50

-33.48

应付款项

703,092,387.68

1.35

316,205,175.72

0.68

122.35

-

194,293,125.83

0.42

不适用

143,693,883.18

0.28

98,684,366.25

0.21

45.61

84,780,098.29

0.16

1,154,112.98

-

7,245.91

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利息
其他负债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说明
存出保证金：报告期末交易保证金增加。
应收利息：适用新的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交易性金融资产：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债权投资：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其他债权投资：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持有至到期投资：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应付短期融资款：报告期末应付短期收益凭证增加。
拆入资金：报告期末银行拆入资金减少。
交易性金融负债：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入资金增加。
应交税费：报告期末已提未付税金减少。
应付款项：报告期末应付清算款项增加。
应付利息：适用新的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其他负债：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报告期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519.41 亿元，比上年末总资产规模增加 11.30%，主要
原因为：报告期末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增加、债券回购融入资金增加。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为 127.04
亿元，扣除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后的公司资产总额为 392.36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负债总额 317.89
亿元，扣除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后负债总额为 190.85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8.64%，比 2018 年末增
加 4.16 个百分点。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合理水平，资产流动性充裕，偿债能力强。

3.1.3.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期末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1,260,000.00

受限原因
保证金冻结

交易性金融资产

5,585,607,149.79

交易性金融资产

968,858,008.50

为债券借贷交易设定质押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896,234.25

为买断式回购交易转让过户

交易性金融资产

33,503,926.20

已融出证券

债权投资

58,065,672.81

为质押式回购交易设定质押

其他债权投资

701,108,436.64

为质押式回购交易设定质押

其他债权投资

137,596,415.34

为债券借贷交易设定质押

合

计

为质押式回购交易设定质押

7,586,895,843.53

3.1.3.3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1.4 投资状况分析
3.1.4.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末，公司（合并口径）长期股权投资 5.73 亿元，较上年末减少 0.92 亿元，减幅 13.82%，

主要为国金鼎兴投资有限公司减少的股权投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财务
报表附注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 16、长期股权投资。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适用 √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项目名称

投资收益及
初始投资成本/名义金额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利息收入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

14,558,405,459.91

14,935,671,543.54

429,197,733.62

128,803,766.34

（二）衍生金融资产

11,447,069,200.00

8,151,000.00

10,662,626.14

15,613,292.81

（三）其他债权投资

1,419,340,291.54

1,441,689,588.37

15,516,497.63

28,052,666.84

（四）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607,455,164.20

2,687,913,854.47

-

181,896,807.43

3.1.5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不适用

3.1.6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金期货”），注册资本 3 亿元人民币, 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国金期货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国金期货总资产 20.51 亿元，净资产 4.39 亿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4,071.05
万元，净利润 923.29 万元。
（2）国金鼎兴投资有限公司
国金鼎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鼎兴”），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国金鼎兴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除代理记账）。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国金鼎兴总资产 14.66 亿元，净资产 11.60 亿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4,674.95 万元（证券公司报表口径）
，净利润 1,994.60 万元。
（3）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创新”），注册资本 3 亿元人民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国金创新经营范围：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国金创新总资产 3.46 亿元，
净资产 3.42 亿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248.12
万元（证券公司报表口径）
，净利润 12.28 万元。
（4）国金道富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国金道富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道富”
），注册资本 1.1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持
有其 55.00%股权。国金道富经营范围：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接受金融机构
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财务咨询，代理记账，企业管理咨询。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国金道富总资产 6.50 亿元，净资
产 1.30 亿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2,704.11 万元（证券公司报表口径）
，净利润 534.59 万元。
（5）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香港”
），注册资本 3 亿元港币，本公司持有其
99.9999993%股权。国金香港经营范围：证券交易、期货合约交易、就证券提供意见、就机构融资
提供意见、提供资产管理，放债。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国金香港总资产 9.94 亿元，净资产
2.12 亿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2,748.01 万元，净利润-751.34 万元。
（6）国金财务（香港）有限公司
国金财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财务香港”）
，注册资本 900 万元港币，本公司
持有其 99.9999889%股权。国金财务香港经营范围：放贷。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国金财务香
港总资产 0.16 亿元，净资产 0.09 亿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0.16 万元，净利润-7.88 万元。
（7）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基金”）
，注册资本为 3.6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

其 49%的股权。国金基金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国金基金总资产 2.79 亿元，净资产 2.29 亿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
入 7,882.49 万元，净利润-1,120.16 万元。

3.1.7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对由公司同时作为管理人和投资人的结构化主体，综合评估持有其投资份额而享有的
回报以及作为其管理人的管理人报酬是否使本公司所享有的可变回报构成影响重大，并据此判断
本公司是否为结构化主体的主要责任人，将满足条件的结构化主体确认为构成控制并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 7 个结构化主体，其总资产为人民币
3,315,476,732.41 元。

3.2 其他披露事项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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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2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不适用
3.2.2.1 公司经营活动面临的风险
公司业务经营活动中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反
洗钱风险、声誉风险等。
（1）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公司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以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
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的风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受宏观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状
况、信用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或因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不匹配而产生流动性风险。另外，由于公司
投资银行业务大额包销、自营业务投资规模过大、长期资产比例过高等因素，会导致公司资金周
转不畅、流动性出现困难。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公司持有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市场不利变动而发生波动并
造成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主要分为价格风险、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等，其中：价格风险是指金
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因指数水平和个别证券市价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的风险；利率风险是指金融工具
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市场利率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汇率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允价
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外汇汇率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
（3）信用风险
公司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融资方和发行人未能履行责任的可能性，且此种不履行责任的
情况对公司的资产或财务状况造成损失的风险。公司信用风险主要来源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经
纪业务代理客户买卖证券、债券正回购交易及其他金融产品交易等，若公司未提前要求客户依法
缴足交易保证金，在结算当日客户的资金不足以支付交易所需的情况下，或者客户资金由于其他
原因出现缺口，公司有责任代客户进行结算而造成的损失；其二，在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股票质押式回购等融资类交易业务中，客户未能履行合同约定而带来损失的风险；其三，
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的违约风险，即所投资固定收益类证券的发行人出现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
金和利息带来的损失；其四是利率互换、股票收益互换、场外期权、远期交易等场外衍生品交易
的对手方违约风险，即交易对手方到期未能按照合同履行相应支付义务的风险。
（4）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公司内部流程管理疏漏、信息系统出现故障或人员操作不当等事件给公司带来
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操作风险事件主要表现为：内部欺诈，外部欺诈，客户、产品和业务活动，
有形资产的损失，经营中断和系统出错和涉及执行、交割以及交易过程的过错。
（5）反洗钱风险
反洗钱风险是指因公司未能建立有效的反洗钱工作机制，或各业务条线未能认真履行反洗钱
法定义务，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未能有效预防、遏制洗钱犯罪，出现影响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洗钱案件，从而给公司带来的声誉风险、法律合规风险和经营风险，以及承担其他相应的责
任或遭受损失的风险。
（6）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外部事件等原因导致利益相关方对公司负面评价，从而
造成损失的风险。
3.2.2.2 主要风险因素在报告期内的表现

（1）流动性风险方面：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母公司流动性覆盖率为 232.01%，净稳定资
金率为 142.58%，持续符合监管要求。
（2）市场风险方面：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涉及的市场风险主要为自营债券及利率衍
生工具投资的利率风险和证券投资的价格风险，其中：假设市场利率平均变动 50 个基点，则对净
利润及所有者权益的影响为 9,239.88 万元；假设市场价格变动 10%，则股票、股权、基金、衍生
工具、资管产品等投资的价值变动对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的影响为 38,065.59 万元。公司风险价
值（VaR）测算如下：在 95%概率下，公司 1 天的最大亏损预计不超过 13,155.48 万元，不超过公
司报告期末净资产的 0.65%。公司通过分散投资、限额管理、风险对冲等方式管理市场风险，整
体市场风险可控。
（3）信用风险方面：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货币资金、结算备付金和存出保证金均
存放于信用良好的商业银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相关交易所；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中债券质押式或买断式回购有充足的担保物；应收款主要为预付款项、各项押金等，整体信用风
险较低；融资融券业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约定购回证券交易业务各项在途合同担保品
均能较好地保障合同负债；债券投资交易业务主要投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以及外部信用等级在
AA 级及以上的债券，公司整体信用风险可控。公司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适用的金融工具计提
预期信用损失，详见本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财务报表附注十五、风险管理之 2、信用风险。
（4）操作风险方面：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持续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优化业务流程、
加强各项业务的实时风险监控工作，未产生重大管理风险和操作风险；加强信息技术系统的建设
和管理维护，各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得到保障，未产生重大技术风险。
（5）反洗钱风险方面：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根据 FATF 对我国第四轮互评估结果及
反洗钱工作要求，持续推进各项具体工作，在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识别、反洗钱信息系统建
设、业务部门及分支机构履职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梳理工作中的风险点，并根据公司反洗钱领
导小组年度会议确定的重要工作计划，持续采取各项风险管理措施防范洗钱风险，公司业务未发
生重大洗钱风险事件。
（6）声誉风险方面：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体舆论环境健康，未发生重大声誉风险
事件。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稳健、资产配置合理、财务状况良好，净资本和流动性等风险控制
指标持续符合监管要求。
3.2.2.3 公司采取的风险防范对策和措施

（1）持续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根据《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范》和《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
、《证券公司风险控
制指标管理办法》
、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动态监控系统指引》等相关要求，公司持续推进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其中包括：
第一，公司制定并持续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目前，公司已建立公司层面的《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制度》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风险管理办法》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风险管理办法》、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操作风险管理办法》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等风险管理相关制度。
同时，公司还在具体业务层面制定了针对金融工具估值减值、交易对手管理、债券投资交易、投
资银行业务等风险管理工作的制度，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体系。
第二，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建立了完整有效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
体系。公司董事会是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经理层是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组织机构，
并对全面风险管理承担主要责任；公司设专职首席风险官，由其负责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公司设
立风险管理部履行风险管理职责，在首席风险官领导下推动全面风险管理工作。
第三，公司在总结风险管理系统现状的基础上，规划了系统建设的短、中、长期任务，加大
了自主开发系统的力度，持续优化风险数据治理、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
和证券风险预警系统，进一步加强了事前、事中、事后的系统化监测手段。具体包括：完善风险
数据治理的范围和数据质量，研究建立统一账户管理系统，以满足公司级同一客户管理的需要；
根据新业务开展和业务变化，升级和完善市场风险管理系统；将内部评级、交易对手、统一授信
等纳入信用风险系统集中管理，覆盖融资类业务、自营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根据公司操作风险
管理要求建设完善操作风险管理系统；优化证券风险预警系统，实时提供新闻舆情、财务风险、
信用风险、处罚提示、宏观新闻和行业新闻等多方面的预警信息。
第四，公司制定包括风险容忍度和风险限额等在内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并通过压力测试等方
法计量风险、评估承受能力、指导资源配置。风险控制指标经公司董事会、经理层或其授权机构
审批并逐级分解至各部门、分支机构及子公司，公司对分解后指标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控和管理；
公司规范金融工具估值的方法、模型和流程，建立各部门、分支机构及子公司与风险管理部门、
财务部门的协调机制，确保风险计量基础的科学性；公司选择风险价值、信用敞口、压力测试等
方法或模型来计量和评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可量化的风险类型，同时充分认识到所选方法或
模型的局限性，并采用有效手段进行补充。

第五，公司持续加强风险计量模型管理，进一步完善了风险价值、信用敞口、敏感性分析、
压力测试等方法或模型；公司定期对估值与风险及两个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和评价，进一步完
善了模型的验证和校验工作，确保模型相关假设、参数、数据来源和计量程序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并根据检验和评价结果进行调整和改进；公司进一步加强风险限额管理，根据公司风险偏好，制
定公司整体风险限额指标，并逐层分解至公司各个业务部门、分支机构及子公司。
第六，公司积极推进风险管理文化建设，进一步夯实“人人参与风险管理”的全员风险管理
文化，逐步建立公司体系内风险管理专业人员定期交流、互动、沟通的平台和公司风险管理文化
宣导和传播的重要窗口。公司风险管理部建立企业微信号风险管理资讯专栏，定期更新有代表性
的证券公司风险案例及风险管理相关内容，供公司内部员工学习和交流。公司定期筹办风险管理
工作交流会议，致力于为公司营造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氛围，加强各部门、分支机构及子公司的
风险管理意识，打造独立且有影响力的风险管理品牌。
第七，公司将子公司统一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对其风险管理工作实行垂直管理，要求并
确保子公司在公司整体风险偏好和风险管理制度框架下，建立自身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制度流
程、信息技术系统和风控指标体系，保障全面风险管理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公司明确子公司全面
风险管理工作要求，规定子公司风险管理工作负责人的推荐、任免及考核流程，明确重大事项、
风险事项报告标准，明确公司开展压力测试应覆盖子公司。为提升风险管理有效性，公司配备专
人负责子公司风险管理的日常沟通和报告事宜，持续加强对子公司风险管理工作情况的现场检查
和定期报告，并提出改进建议，确保其业务开展符合监管及公司内部相关要求。
（2）持续完善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①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
公司建立了有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明确了董事会、经理层及首席风险官、相关部
门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的职责和报告路径；对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率等流动性风险计量指
标进行计算和监控；建立资金监控的相关内控制度，对货币资金、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等金
融资产，由公司资金部、清算部进行监控，对影响流动性的业务和投资于流动性较低的资产，需
公司相关决策机构进行审议；设立证券自营分公司，由经理层授权证券自营分公司在限额内进行
证券投资，并根据证券市场行情及公司流动性需求，严格控制自营业务投资范围及规模；审慎选
择信用级别较高的商业银行存放各项货币资金，有力地保证了货币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公司
重视资产和负债到期日的匹配及有效控制匹配差异，以保证到期债务的支付。
②市场风险管理方面

公司建立了自上而下，由董事会及其风险控制委员会、公司经理层及其风险管理委员会、风
险管理部、合规管理部、计划财务部等中后台部门、各业务部门及其证券投资决策委员会等组成
的多道风险防线。公司建立了风险限额管理体系，主要包括规模限额、止损限额、风险限额等。
董事会及其风险控制委员会确定自营业务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公司经理层及其风险管理委员
会确定自营业务的投资规模和风险限额；证券投资决策委员会确定单个项目的规模、止损限额；
证券自营部门通过组合投资、逐日盯市、设置项目预警线、止损线等手段进行前端控制；风险管
理部通过风险管理系统进行动态监控，及时进行风险提示，督促业务部门进行风险处置等。
针对利率风险，公司积极跟踪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和市场利率走势，严格控制债券投资规模、
久期和杠杆率，合理配置资产，利用敏感性分析作为监控利率风险的主要工具，同时利用国债期
货等衍生品对冲部分利率风险敞口。针对价格风险，公司采取多元化和分散的投资策略，对权益
类证券持仓进行限额管理和及时调整，并利用股指期货等衍生品对冲部分风险敞口，有效控制市
场风险。
③信用风险管理方面
针对经纪业务，公司代理客户的证券交易以全额保证金结算，通过加强客户授信和保证金管
理，有效控制了相关的信用风险。
针对融资类业务，公司对融资融券业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
务的信用风险控制主要通过事前评估、事中监控和事后报告来实现。事前评估方面，主要是通过
建立严格的客户选择标准和标准的客户选择流程、量化的客户信用评级体系、分级授信制度、客
户黑名单制度，同时对标的折算率、维持担保比例、集中度及规模进行评估分析；事中监控方面，
在逐日盯市的基础上，通过风险管理部和业务部门对相关风控指标分别进行独立、动态监控，并
及时预警；事后报告方面，风险管理部对日终收盘后主要风控指标进行详细分析和压力测试，业
务部门视客户风险状况及时提示客户风险，并按照合同约定条款控制信用风险。在确保担保品充
足的前提下，公司结合内外部环境变化，不断完善事前评估、事中监控及事后报告的相关要求、
标准。
针对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及场外衍生品交易，公司重视债券投资交易和交易对手方信用风险
的评估和监控，通过选择主要投资国债、高信用等级债券等来控制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的信用风
险，同时根据《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债券投资交易业务内控指
引》等制度要求设置集中度指标以分散投资风险，建立债券投资交易和交易对手管理的相关制度，
定期或不定期维护与业务复杂程度相匹配的交易标的、交易对手名单，审慎选择交易标的、交易

对手，加强交易监测、报告以确保规范交易等。
④操作风险管理方面
公司始终高度重视操作风险管理工作，通过持续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岗位分工和权限管理、
优化业务流程等措施实施操作风险管理。为进一步提升执业质量，优化过程管理，公司积极构建
一套系统、科学、有效、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全面提高公司操作风险管理能力。2019 年上半
年，公司持续与德勤企业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推进操作风险管理项目，逐步建设完善与公司业
务发展相适应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全面梳理公司风险管理情况、优化风险管理的
组织结构、明确职责分工、建设风险管理基础工具、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建立风险管理运作机制。
通过操作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估、操作风险关键风险指标及操作风险损失事件与数据收集三大工具
的建立及使用，有效提升公司操作风险管理水平。
⑤反洗钱风险管理方面
公司按照《法人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指引（试行）
》的要求，拟定了公司洗钱风
险管理文化建设目标、风险管理策略、洗钱和恐怖融资管理制度及应急处理等相关制度，同时对
反洗钱管理架构、人员、职责分工以及具体反洗钱工作要求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公司为控制和防
范洗钱风险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建立完善的反洗钱相关内控制度，有效指导公司各业务部门及
分支机构开展日常反洗钱工作；建立了业务洗钱风险评估的工作机制，实现各业务体系洗钱风险
全面覆盖；建立了对于异常交易行为的主动报送及被动核查的工作机制，对日常工作中发现的以
及系统监测出的异常交易行为及时开展核查及报送；通过反洗钱专项工作及周报工作制度督促业
务部门及分支机构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通过深入持续的反洗钱培训工作，提高了员工的反洗钱
工作意识和能力。
⑥声誉风险管理方面
公司持续完善声誉风险管理体系，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包括《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关宣传
管理办法》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公共微信、QQ 群等媒介平台管理办法》、
《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媒体负面报道处理制度》等，主动、有效地识别、评估、控制、监测、应对和报
告声誉风险。公司建立了声誉风险预警机制，每日开展舆情监控，对监测信息进行分级分类分析，
并制作《声誉风险信息监测日报》向公司经理层报送。如出现负面声誉突发事件，将第一时间向
公司管理层报告。如果出现严重的负面声誉突发事件，公司总裁办公室将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并会同公司相关部门制订风险应对策略，统一宣传口径；由公司新闻发言人针对负面舆情对外发
布信息或对事件作出回应，同时相关部门根据应急策略有效应对；负面声誉突发事件平息后，相

关部门积极采取公关修复措施，对负面声誉突发事件处理过程进行分析报告，密切关注新问题、
新情况，避免舆情出现反复。公司持续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联系，通过推广正面形象等多种途径
客观展示公司形象。

3.3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重述，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
其他综合收益。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发布了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企
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
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公
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执行上述会计准则对公司期
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
会〔2018〕36 号）
，对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于 2019 年 5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金融企业应
当按照《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36 号）的要求编
制财务报表，结合财会〔2019〕6 号通知的格式对金融企业专用项目之外的相关财务报表项目进
行相应调整。公司按照上述通知的要求对本年度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此项变更对公
司净利润和所有者权益无影响。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详见本公司 2019 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财务报表附注五、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4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