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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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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报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未有董事对本报

告提出异议。 

1.3 公司负责人张佑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冏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史本良先生保证本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922,327,407,804.97 791,722,429,235.72 16.5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7,353,590,634.23 161,625,208,721.97 9.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47,460,596.43 25,907,060,835.29 17.9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852,369,126.50 10,522,437,259.53 22.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75,530,540.79 4,257,600,288.26 -4.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4,273,788.70 4,254,429,306.71 -4.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  2.74 减少 0.3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5 -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5 -8.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21,450.44 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898,818.66 主要是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59,348.78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3,145.59 - 

所得税影响额 -6,744,412.94 - 

合计 11,256,752.09 -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注1
 611,4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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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注2
 2,278,327,700 17.62 - 无 - 境外法人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1,999,695,746 15.47 - 无 - 国有法人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44,514,633 4.21 544,514,633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2,296,197 2.80 - 无 - 未知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5,352,996 2.05 265,352,996 无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注3
 238,960,739 1.85 - 无 -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8,709,100 1.54 - 无 - 国有法人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53,726,217 1.19 - 无 -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44,472,197 1.12 - 无 -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40,178,900 1.08 - 无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278,327,7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78,327,700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1,999,695,746 人民币普通股 1,999,695,74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2,296,197 人民币普通股 362,296,19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8,960,739 人民币普通股 238,960,73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8,7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709,1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53,726,217 人民币普通股 153,726,217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44,472,197 人民币普通股 144,472,197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40,17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178,9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40,049,999 人民币普通股 140,049,999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39,589,061 人民币普通股 139,589,0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两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上述情况外，本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注1：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股东共611,471户，其中，A股股东611,307户，H股登记股东164户。 

注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公司H股非登记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注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名下股票为沪股通的非登记股东所持股份。 

注4：A股股东性质为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账户性质。 

注5：因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股东持股数量按照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票及权益数

量合并计算。 

2.3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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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208,049,187,706.04 150,151,768,382.02 38.56 客户资金存款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21,193,924,349.67 7,351,073,185.24 188.31 衍生金融工具规模及公允价值变动 

应收款项 46,881,408,286.50 29,067,859,326.60 61.28 应收经纪客户款增加 

存出保证金 2,412,846,825.82 1,459,936,901.68 65.27 交易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规模增加 

持有待售资产 - 194,678,484.11 -100.00 下属子公司已处置持有待售资产 

短期借款 9,821,877,165.10 7,404,904,947.08 32.64 短期借款规模增加 

应付短期融资款 31,228,504,159.16 20,137,293,290.79 55.08 应付短期融资款规模增加 

拆入资金 19,903,113,625.02 33,136,195,311.15 -39.94 拆入资金规模减少 

衍生金融负债 24,168,260,845.80 13,991,750,056.22 72.73 衍生金融工具规模及公允价值变动 

代理买卖证券款 183,343,960,963.08 123,351,753,911.38 48.64 经纪业务客户保证金存款增加 

代理承销证券款 611,942,899.26 272,990,189.48 124.16 未结算代理承销款增加 

应交税费 4,564,708,614.08 2,884,804,837.71 58.23 应交企业所得税余额增加 

应付款项 67,492,918,823.95 42,208,491,987.30 59.90 应付代理商和客户保证金增加 

合同负债 2,146,796,187.83 938,146,481.40 128.83 大宗商品贸易货款增加 

预计负债 167,416,401.10 22,737,711.14 636.29 新增并表子公司 

其他负债 7,339,909,669.86 4,345,232,977.48 68.92 新增并表子公司 

其他综合收益 445,048,658.40 954,348,112.50 -53.3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1.2 公司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增减比例

（%） 
主要原因 

利息净收入 313,443,394.64 520,394,742.82  -39.77 利息支出增加 

其他收益 18,557,893.84 5,879,400.28  215.64 
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收

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343,385,533.42  488,306,698.01  175.11 
证券市场波动导致金融工具公允价

值变动 

汇兑收益 230,805,071.68  -43,409,868.23  不适用 汇率变动 

其他业务收入 1,339,740,003.69  608,354,288.86  120.22 
下属子公司大宗商品贸易销售收入

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609,317.51  123,506.74  不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税金及附加 91,260,965.98  69,914,922.06  30.53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314,613,420.88 -16,206,759.42  不适用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融出资金信用

减值损失计提增加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282,615,153.06  3,622,612.53 7,701.42 下属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其他业务成本 1,277,668,961.42  558,123,587.01  128.92 
下属子公司大宗商品贸易销售成本

增加 

营业外支出 11,253,950.30  8,109,643.21  38.77 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480,548,306.34  513,342,036.14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312,913,208.96  2,675,037,871.03  659.35 新增并表子公司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321,000,530.27  -9,205,929,302.35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的债务工具同比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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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 债务融资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2020年内公司发行三期公司债券、一期次级债券、八期短期融资券和三期

欧洲商业票据，其中： 

2020年2月20日，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

种一发行期限3年，发行规模人民币30亿元，票面利率3.02%；品种二发行期限5年，发行规模人民币

20亿元，票面利率3.31%。已于2020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 

2020年3月9日，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二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

种一发行期限3年，发行规模人民币22亿元，票面利率2.95%；品种二发行期限5年，发行规模人民币

20亿元，票面利率3.20%。已于2020年3月17日在上交所上市。 

2020年4月10日，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三期），本期债券分为三个品种。其中，品

种一发行期限367天，发行规模人民币15亿元，票面利率1.88%；品种二发行期限3年，发行规模人民

币33亿元，票面利率2.54%；品种三发行期限5年，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3.10%。已于2020

年4月21日在上交所上市。 

2020年3月2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2020年次级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

品种一发行期限3年，发行规模人民币20亿元，票面利率3.32%；品种二未发行。 

2020年1月15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40亿元，

票面利率2.78%，已于2020年1月19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2月14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40亿元，

票面利率2.50%，已于2020年2月19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2月21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40亿元，

票面利率2.45%，已于2020年2月26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3月3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40亿元，

票面利率2.39%，已于2020年3月6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3月11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50亿元，

票面利率2.16%，已于2020年3月16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3月23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50亿元，

票面利率1.78%，已于2020年3月26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4月3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90天，发行规模人民币60亿元，

票面利率1.50%，已于2020年4月9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4月16日，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88天，发行规模人民币60亿元，

票面利率1.40%，已于2020年4月21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2020年3月6日，公司发行2020年第一期欧洲商业票据，发行期限185天，发行规模5,000万美元，

实际利率1.44%，已于2020年3月13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 

2020年3月9日，公司发行2020年第二期欧洲商业票据，发行期限184天，发行规模1亿美元，实

际利率1.44%，已于2020年3月11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2020年3月18日，公司发行2020年第三期欧洲商业票据，发行期限93天，发行规模1亿美元，实

际利率2.25%，已于2020年3月25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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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期境内债券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0年1-4月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

公司网站（http://www.citics.com）发布的相关公告。 

3.2.2 证券营业网点变更情况 

本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分支机构未发生变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33家分公司、207家证券营业部。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报告期内，中信证券（山东）分支机构未发生变动。截至报告期末，中信证券（山东）拥有6

家分公司、64家证券营业部。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货”） 

报告期内，中信期货分支机构未发生变动。截至报告期末，中信期货拥有39家分公司、4家期货

营业部。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南”） 

2019年5月27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证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及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已于2020年1月完成，公司现持有广州证券100%股权，并已将广州证券更名为中信

证券华南。自2020年1月31日中信证券华南纳入公司合并范围至报告期末，中信证券华南撤销证券营

业部1家——呼和浩特腾飞大道证券营业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撤销营业部名称 营业部地址 

1 呼和浩特腾飞大道证券营业部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大道富恒花园7号楼3-5号商铺二楼 

截至报告期末，中信证券华南拥有21家分公司、115家证券营业部。 

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 

报告期内，中信证券国际分支机构未发生变动。截至报告期末，中信证券国际拥有4家分行。 

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证券”） 

报告期内，金通证券完成2家证券营业部的同城迁址。具体迁址情况如下： 

序号 营业部原名称 营业部现名称 搬迁后地址 

1 天台县后巷证券营业部 天台汇泉西街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始丰街道汇泉西街313号 

2 苍南龙港大道证券营业部 苍南人民大道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人民大道919号大

顺发商厦912室 

截至报告期末，金通证券拥有2家证券营业部。 

3.2.3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诉讼、仲裁事件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本集团不存在对本集团造成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 

自报告期初至本报告披露日，本集团尚未披露的（金额超过人民币1亿元）或已披露且有新进展

的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公司与程少博、朱立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因程少博与公司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公司于2018年3月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山东高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程少博、朱立新支付欠付本金人民币12,487万元，以及相

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山东高院于2018年3月12日受理本案。2018年3月12日、28日，

山东高院对程少博名下相关银行账户、所持有的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力

生物”）股票进行冻结。山东高院将本案指定给禹城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禹城法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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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日，禹城法院发布第一次拍卖公告，正式拍卖程少博持有的龙力生物股票24,542,832股，

起拍价人民币57,430,226元。2019年5月6日，股票拍卖流拍（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半年

度报告）。2020年3月2日，禹城法院发布拍卖公告，对程少博持有的龙力生物股票24,542,832股进

行第二轮拍卖，2020年3月24日股票拍卖再次流拍。 

公司与金新实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因上海金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新实业”）发生交易违约，公司向公证处申请出具了

执行证书，并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金新实业支付

欠付本金人民币39,464.5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上海高院于2018年7

月31日受理本案。因金新实业安排三个保证人为上述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分别向北京

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委”）申请仲裁（一保证人），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

京高院”）提起诉讼（两保证人），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北仲委及北京高院分别于2018

年8月2日及2018年8月6日受理本案。2019年1月4日北仲委作出仲裁裁决，公司胜诉，并已于2019年7

月16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高院的案件于2018年

11月16日、2019年1月30日进行两次开庭审理，2019年6月26日北京高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公司

的诉讼请求，后袁亚非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12月4日开庭审理本案（相关案件信息请

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4月8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准予袁亚非撤诉，

一审判决生效。 

公司与开源证券、厦农商资管、厦农商金控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因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未如期归还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本息，合计

人民币30,012,328.77元（暂计至2018年10月31日）。公司于2018年11月7日将开源证券、厦农商（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农商资管”）、厦门农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厦农商金控”）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朝阳法院于2019年1月2

日正式受理本案。2019年11月11日，朝阳法院开庭审理本案（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开庭前，公司已经撤回对厦农商资管、厦农商金控的起诉。2020年3月30日，朝阳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基本支持了公司的诉讼请求。 

公司与聚利汇合同纠纷案 

因厦门聚利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利汇”）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

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聚利

汇偿还未付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合计人民币100,845,833.33元，案件已于2019年1月22日获正式受

理，并于2019年10月8日开庭审理。2019年12月26日，北京三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公司的诉讼请

求（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2月11日，公司收到聚利汇提出的上诉状。 

公司与腾邦集团融资融券交易纠纷案 

因腾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集团”）及钟百胜融资融券交易违约，公司于2019年5

月27日向北仲委提交申请材料，请求腾邦集团及钟百胜向公司偿还融资本金人民币62,629,798.43

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并申请财产保全。北仲委于2019年5月30日受理本案。

2019年8月28日，腾邦集团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提起申请确认仲裁条款

效力诉讼，并申请中止仲裁程序，公司于2019年9月9日向深圳中院提起管辖权异议（相关案件信息

请参见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公司通过平仓已收回所有债权。2020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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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日，腾邦集团向深圳中院撤回确认仲裁条款效力诉讼，深圳中院裁定准许。随后公司向北仲委申

请撤回仲裁请求，2020年3月24日，北仲委作出书面撤销仲裁案的决定，本案结案。 

公司与中民投定向发行协议纠纷案 

因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投”）定向发行协议违约，公司代表所管理的

资产管理计划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提起仲裁，要求中民投偿还

债券本金人民币495,497,382.20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等。本案于2019年8月27日获得受理。2019

年12月4日，中民投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仲裁条款无效之诉。2019年12月24日，法院作出

终审裁定，驳回了中民投的申请（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3月4日，贸

仲委通知本案于2020年4月28日开庭审理。 

公司与陈铸保证合同纠纷案 

因高玉根、查传和与公司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未履行购回义务，陈铸未承担保证责任，构

成违约，公司向北京三中院提起诉讼，要求陈铸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代高玉根、查传和偿还欠付公

司的债务人民币2亿元。本案已于2019年9月25日正式受理，于2019年12月17日、12月30日在北京三

中院两次开庭（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3月2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支持了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 

公司与新华联控股、新华联矿业、傅军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6年12月27日，公司与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新华联控股”）签署《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协议》，后签署了《交易协议书》及其他补充协议，新华联控股向公司质押新华联股票（证

券代码：000620）、北京银行股票（证券代码：601169）进行融资，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2018

年11月6日，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公司签署《保证合同》，为相关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2018年12月26日，新华联控股法定代表人傅军作为保证人，与公司签署《保证合同》，为

相关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后新华联控股在上述交易项下发生违约，2020年3月23日，公司向

北京三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其偿还欠付本金人民币7.87亿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

实现费用等。2020年4月1日，法院受理本案，目前案件处于强制执行过程中。 

公司与新华联控股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 

2017年4月10日，新华联控股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产品代码：

101767003，简称“17新华联控MTN001”），公司持有面值人民币2亿元的该中期票据。因新华联控

股未能按照约定履行该中期票据兑付义务，公司向北京三中院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新华联控股

偿付债券本金人民币2亿元及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等。2020年4月2日，法院正式受理本案，目前本案

尚未确定开庭时间。 

金石灏汭与邸淑美、佟瑞丰增资合同纠纷案 

因邸淑美、佟瑞丰增资合同违约，公司子公司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之子公司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灏汭”）于2019年3月20日向北仲委提起仲裁，要求邸淑美、佟瑞丰支付业

绩补偿款、利息、必要费用等合计人民币41,471,112.05元。2019年3月26日，北仲委受理本案，并

于2019年7月18日开庭审理，2019年12月9日作出仲裁裁决，金石灏汭胜诉（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

司2019年年度报告）。后金石灏汭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

受理，目前处于执行程序中。 

金石灏汭与珠海恒古、魏银仓增资合同纠纷、与银隆投资集团担保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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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珠海恒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恒古”）、魏银仓增资合同违约，金石灏汭于2019

年4月24日向深圳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深仲委”）申请仲裁，要求回购义务人珠海恒古、魏银仓

支付股权回购款。深仲委于2019年6月5日受理本案，并于2019年9月8日开庭审理。2019年12月15日，

深仲委作出仲裁裁决，支持了金石灏汭的仲裁请求（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因银隆投资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隆投资集团”）为本次投资提供抵押担保，金石

灏汭于2019年4月24日向北仲委提起仲裁申请，要求银隆投资集团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北仲委于2019

年4月30日受理本案，并于2019年10月16日开庭审理（相关案件信息请参见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

告）。2020年3月20日，北仲委作出仲裁裁决，支持了金石灏汭的仲裁请求。 

上述案件中涉及的潜在损失已根据相关规定进行了充分计提。 

以下为广州证券存续案件，因其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且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将在公司

定期报告中披露其诉讼、仲裁事项。以下案件中涉及的潜在损失均已在中信证券华南交割之前予以

充分考虑，未来对本公司及中信证券华南的潜在损失风险较小。 

中信证券华南与李瑶、程玲志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7年10月，李瑶与中信证券华南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交易协议书》后，

与中信证券华南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质押标的为坚瑞沃能（股

票代码：300116）流通股股票。后因李瑶在交易项下发生违约，2018年4月27日，中信证券华南向深

圳中院起诉立案并申请财产保全，诉讼标的为本金人民币2亿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

用等。2018年9月19日，本案开庭审理。2019年5月6日，中信证券华南收到一审判决，判决基本支持

了中信证券华南的诉讼请求。2019年5月16日，中信证券华南收到李瑶、程玲志上诉状。2019年10

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作出裁定，因李瑶、程玲志未按时缴纳上

诉费，按撤诉处理。判决生效后，中信证券华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4月7日法院正式受理，

目前正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中信证券华南与瑞丰集团股票质押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7年，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与中信证券华南开展股票质押

业务，标的证券为摩登大道（证券代码：002656）。因瑞丰集团在交易项下发生违约，2019年8月5

日，中信证券华南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公证文书并获得

立案，执行标的为本金人民币329,99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2020年1月13

日，中信证券华南收到广州中院驳回强制执行申请的裁定。后中信证券华南向广东高院提起复议。

2020年3月30日，中信证券华南收到广东高院作出的执行异议复议受理通知书。林永飞与中信证券华

南于2018年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瑞丰集团上述股票质押债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因担

保人林永飞未及时履行担保责任，2020年2月25日，中信证券华南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交针对林永飞

及其配偶翁雅云等的仲裁申请，要求其对瑞丰集团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20

年3月20日立案受理，目前尚未确定开庭时间。 

中信证券华南与上海华信集团债券交易纠纷案 

中信证券华南所管理的两支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分别认购了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华信集团”）发行的“16申信01”人民币1亿元、2亿元。2018年9月10日，上海华信集团

发布违约公告，向投资者公告“16申信01”发生实质性违约。2019年4月18日，中信证券华南代表两

个资管计划分别向上海金融法院起诉上海华信集团，并获立案受理，起诉标的为本金人民币3亿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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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2019年7月23日，案件开庭审理。后因上海华信集团被上海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中信证券华南向破产管理人

进行破产债权申报。2020年3月20日，破产管理人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20年3月31日，上海三

中院作出裁定，宣告上海华信集团破产。 

中信证券华南与西王集团债券交易纠纷案 

2015年12月3日，西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王集团”）发行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5西王01”，债券代码：136066），中信证券华南

后持有面值人民币1.3亿元的该债券、中信证券华南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面值人民币0.7亿

元的该债券。因发行人西王集团违约，2019年11月8日，中信证券华南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以下简称“上海国际仲裁中心”）递交仲裁申请，2019年11月22日案件受理。本案定于2020年5

月6日开庭。2020年2月21日，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邹平法院”）裁定受理西王集团

和解一案。2020年3月19日，中信证券华南向管理人申报和解债权。邹平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召开

西王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中信证券华南与中信国安债券交易纠纷案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安”）于2015年和2016年发行三期中期票据，分别

是“15中信国安MTN001”、“15中信国安MTN003”、“16中信国安MTN001”。中信证券华南以自有

资金持有“15中信国安MTN001”人民币0.8亿元、持有“15中信国安MTN003”人民币1.5亿元、持有

“16中信国安MTN001”人民币1.5亿元，合计持有债券人民币3.8亿元。中信证券华南管理的两支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分别持仓该债券人民币0.5亿元。后因中信国安发生违约，2019年5月，中信证券华

南向北京三中院起诉中信国安，诉讼标的为本金人民币4.8亿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

用等，2019年5月14日案件正式受理。案件于2019年9月24日开庭审理，目前法院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中信证券华南与开源证券债券逆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8年7月、8月，中信证券华南作为逆回购交易商，开源证券作为正回购交易商开展了三笔债

券质押式回购交易，中信证券华南融出资金，开源证券提供H庞大01债券（债券代码：135250）、H

庞大03债券（债券代码：145135）质押给中信证券华南。2018年10月，回购到期后开源证券未依约

支付资金款项。因开源证券已构成违约，中信证券华南于2019年10月10日向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申请

仲裁，要求开源证券支付人民币13,130万元回购本金及相应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等。2019

年10月30日案件受理。受疫情影响，原定开庭时间多次取消，本案目前尚未确定开庭时间。 

中信证券华南与安徽盛运环保、西部证券债券交易纠纷案 

中信证券华南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于2016年8月认购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徽盛运环保”）发行的“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简称“16盛运01”）人民币1亿元。后安徽盛运环保未能按时兑付上述债券本息构

成违约，该债券的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受托管

理工作未能勤勉尽责，募集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及重大遗漏，应对中信证券华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2019年9月27日，中信证券华南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庆中院”）递交材料，

起诉安徽盛运环保与西部证券，诉讼标的为本金人民币1亿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债权实现费用

等，2019年10月案件得到受理。2019年11月12日，西部证券提出管辖权异议。2019年12月16日，安

庆中院裁定案件移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后中信证券华南提出上诉，西部证券于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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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3日提交管辖权异议上诉答辩状。 

中信证券华南与黄文佳股票质押回购交易纠纷案 

2017年12月，黄文佳与中信证券华南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标的证券为首航节能（股票代

码：002665）。后因黄文佳在上述交易项下发生违约，2019年8月27日，中信证券华南向深圳中院起

诉黄文佳，诉讼标的为本金人民币10,667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2019年10月29日，案件正式受理。

2020年4月3日，收到深圳中院发出的通知，本案证据交换时间定为2020年5月6日。 

3.2.4 其他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基金”）的股东Mackenzie Financial 

Corporation持有华夏基金 13.9%股权，Mackenzie Financial Corporation之控股母公司 IGM 

Financial Inc.将于近期刊发其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其中将载有华夏基金的主要财务数据。基于

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公司对华夏基金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披露如下：2020年1-3月份，华

夏基金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4,939.96万元（未经审计）。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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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