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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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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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九鼎投资 600053 江西纸业、ST江纸

、中江地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易凌杰 黄亚伟 

电话 0791-88666003 0791-88666003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沿江北大

道1379号紫金城A栋写字楼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沿江北大

道1379号紫金城A栋写字楼 

电子信箱 600053@jdcapital.com 600053@jdcapital.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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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5,427,670.30 3,891,693,566.03 -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75,688,839.81 2,623,787,648.29 1.9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0,264,813.34 95,701,983.34 -330.16 

营业收入 140,482,305.26 430,130,331.17 -6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7,065,635.26 218,547,320.45 -7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5,919,241.91 218,158,195.88 -78.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8 9.65 减少7.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86 0.5041 -78.4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86 0.5041 -7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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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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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2.37 313,737,309 0 质押 250,327,197 

查国平 未知 2.17 9,394,256 0 未知   

金洪正 未知 1.81 7,830,023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27 5,523,428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1.20 5,222,189 0 未知   

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6 5,038,541 0 质押 5,000,000 

陈雪明 未知 1.00 4,317,900 0 未知   

蔡自巍 未知 0.23 1,011,669 0 未知   

徐浪 未知 0.22 932,674 0 未知   

孙敏 未知 0.21 919,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江集团与拉萨昆吾为一致行动人，且

中江集团、拉萨昆吾与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

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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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业务发展情况 

      1、私募股权投资业务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推出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变化，力求实现健康、

持续发展。这些工作主要沿着两条脉络推进，一是坚持、巩固传统优势；二是改进、创新商业模

式。 

    募资方面，公司在维护、服务好长期合作出资人的基础上，持续加大重点机构客户的开发力

度，拓展募资渠道；同时紧跟市场风向，丰富资产管理产品类别，满足客户多元化配置需要。 

     投资方面，在行业整体投资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我们致力于打磨内功、加强行业研究能力、

把握行业投资机会，深入挖掘并创造投资项目的价值。在项目选择和风险控制方面，公司继续坚

持并强化项目质量第一的投资原则，严控投资标准，绝不以牺牲项目质量为代价换取投资规模的

上升，更大程度保障出资人的利益。 

     基金运营与投后管理方面，公司坚持以管好存量基金、存量资产，实现投资人利益最大化为

核心价值导向，一方面，加强和出资人的沟通，妥善处理基金设立、运营直至清算过程中的各种

事项，服务好出资人；另一方面，在为已投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同时，加大项目处置力度，加速

项目退出，提高基金回款率，为出资人创造更好回报。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管理的股权基金新增实缴规模 1.04 亿元；新增投资规模 0.92 亿元；报

告期内完全退出项目的本金为 13.19 亿元，收回金额为 31.47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在管基金收到项

目回款（含退出款、分红、业绩补偿款等）合计 23.55 亿元。公司报告期内获得管理费收入为 0.44

亿元，管理报酬收入为 0.81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基金的已投企业中共有 19 个投资项目完

全退出，其中上市减持退出 4 家，挂牌减持/转让退出 3 家，其他转让/回购退出 12 家。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历史管理的基金累计实缴规模 377.73 亿元，在管基金剩余实缴

规模 163.64 亿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历史管理的基金累计投资规模为 333.16 亿元，尚未退出项目投

资本金 149.56 亿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历史管理的基金累计投资项目数量 362 家，尚未退出项目数量

187 家。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已完全退出项目数量 166 家，已完全退出项

目的全部投资本金为 136.48 亿元（收回金额为 363.07 亿元，综合 IRR 为 28.26%）；已上市及新三

板挂牌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投资本金为 42.00 亿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管理基金的

已投企业在国内外各资本市场上市的累计达到 65 家，在新三板挂牌的累计达到 59 家。 

    2、房地产业务 

    公司存量房地产项目“紫金城”位于江西省省会南昌。中央继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降息降准

持续推进，为保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重申“住房不炒”定位，地方政府也在“住房不炒”的前提

下更加灵活地因城施策。南昌作为二线城市，南昌整体房价略微下调积压需求释放，成交情况不

断向好，房价上涨幅度却并不明显。 

    公司稳扎稳打，不盲目扩张，继续经营好南昌紫金城项目。2020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推进“紫

金城”五期住宅项目的筹备工作。 

     （二）内部管理 

    【人才工程】在人才工程方面，公司一方面积极推动内外部招聘渠道的搭建和维护，加强储

备性人才引进，并优化团队成员，保障员工队伍质量稳步提升；一方面，积极探索员工激励机制

建设，梳理历史绩效考核成果，从而促进公司团队整体业绩的达成。  

    【管理工程】基于市场变化、业务发展以及公司内部运行管理效能提升的需要，积极主动优

化公司内部管理架构，进一步推进扁平化，减少授权层级，提升整体管理运营效能和决策效率。

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完成了公司服务器的搬迁、升级；客户服务满意度调查系统的开发实施工

作；公司内部论坛升级以及移动化改造；公司财务系统的升级、集成；优化、升级了合格投资人

管理模块、基金管理模块。上述工作提升了员工工作效率与客户服务水平，增强了公司业务管理

与合规管理能力。 

    【内部控制】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内部控制体系的强化和运行，报告期内，公司以完善内控

制度、落实内控责任、强化内控执行力为重点，持续开展内控工作。根据发展需要，不断优化内

部控制设计，持续改进内部控制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内控体制的效率和效果，有效防范管理运作

风险，促进了公司战略的实现与持续健康发展，达到了内控预期目标，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

效的内部控制。 

    公司已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的要求建立全套管理人内部控制制度，并

已在公司层面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已建立的内控制度如下表所示：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

中要求建立的制度 
公司已发布的制度 

防火墙与业务隔离制度 《公司防火墙与业务隔离制度》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员工手册》 

风险控制制度 《公司运营风险控制制度》 

资金募集制度 
《资金开发管理办法》 

《九鼎投资基金募集及路演行为合规指引（试行）》 

信息披露制度 《公司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授权制度 《授权制度》 

合格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 

《投资者分类和分类转化制度》 

《适当性匹配制度》 

《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评价办法》 

《档案管理制度》 

《销售管理规范》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

中要求建立的制度 
公司已发布的制度 

《投资者回访制度》 

《投诉处理工作管理制度》 

《基金销售人员履行投资者适当性职责职业规范

与培训考核管理办法》 

《监督问责制度》 

募集机构遴选制度 《九鼎投资募集机构遴选制度（试行）》 

财产分离制度 《财产分离制度》 

防范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制度 《公司利益冲突防范制度》 

投资业务控制制度 《公司投资业务管理制度》 

托管人遴选制度 《公司私募基金托管人遴选办法》 

外包管理制度 《公司业务外包管理制度》 

  公司通过上述制度建立了防范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机制，有效防控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从而

实现公平对待所管理的全部基金和投资者。 

   【内幕信息监管】公司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内部信息知情人保密和

登记报备工作。日常工作中加强内幕信息防控相关法规的宣传和学习，督促有关人员严格履行信

息保密职责，杜绝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的发生，进一步强化内幕信息保密工作。报告期内，公司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机会获得信息。 

   （三）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专门信息披露 

   （1）存续基金概况 

                                                                    金额单位：万元 

备案类别 认缴金额 实缴金额 未退出投资 
已退出投

资 

管理基金获

取收入占总

收入的比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5,526.78 163,848.02 115,783.80 2,158.31 0.46%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2,555,071.59  2,138,813.83  1,182,583.41 784,276.17 71.02% 

创业投资基金  927,879.58   628,546.70  466,879.92 78,798.30 26.28% 

其他类型基金 - -    -    -    - 

 

  （2）对当期收入贡献最大的前五支基金 

                                                                                                      金额单位：万元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以

备案为准） 

认缴金额 实缴金额 未退出投

资 

已退出投

资 

管理基金获

取收入占总

收入的比例 

苏州天盘湛卢九

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股权投资基

金 
16,959.00 16,959.00 10,554.30 5,230.00 17.16% 

苏州工业园区昆

吾民乐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股权投资基

金 
24,500.00 24,500.00 11,981.63 10,653.61 16.11%  

苏州曼睩九鼎投 创业投资基 20,110.00 20,010.00 -   20,000.00 10.91%  



资中心（有限合

伙） 

金 

苏州天胥湛卢九

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股权投资基

金 
18,000.00 18,000.00 16,748.46 -    9.55% 

嘉兴九鼎策略一

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股权投资基

金 
143,950.00 143,950.00 112,688.30 29,324.00 6.93% 

 

   （3）新设立基金情况 

      ①新设立基金情况 

      报告期内无新设基金 

      ②新增结构化基金产品 

      本报告期无新增结构化基金。 

      ③新设立基金募集推介方式 

      报告期内新设立基金均为自行销售，无委托第三方机构销售的情况。 

      公司在基金募集和管理的各阶段中，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

募集行为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

指引（试行）》等法规和行业自律规则的规定，秉持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履行

说明义务、反洗钱义务等相关义务，并承担特定对象确定、投资者适当性审查、私募基金推介及

合格投资者确认、设置冷静期并在冷静期后回访等相关责任。特别是对于通过代销机构销售的产

品，除了与其签订代销协议外，还与代销机构共同实行穿透式核查最终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公

司在推介私募基金前，采取问卷调查等方式履行特定对象确定程序，对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和风

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投资者书面承诺符合合格投资者条件，制作风险揭示书，由投资者签字确

认，并就投资者提供的资产证明文件或收入证明予以核查，将适当的基金产品销售给适合的投资

者。 

   （4）报告期内清算基金的情况 

基金名称 存 续 时

间（年） 

实缴金额

（万元） 

清算原因 清算进

展 

基金收益情

况（万元） 

公司收益情

况（万元） 

苏州曼睩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4.48 20,010.00 

所投项目全

部退出 
注销中 31,716.31 1,626.32 

苏州众信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5.92 1,500.00 

所投项目全

部退出 
清算中 2,062.17 70.75 

成都昆吾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8.99 88.40 

所投项目全

部退出 
清算中 143.99 0.77 

苏州嘉宣仁和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5.02 35,600.00 

所投项目全

部退出 
清算中 36,798.33 0.47 

烟台金都股权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伙） 
2.15 200.00 未开展业务 清算中 -    -    

 

 

 

 

 



   （5）新增合作设立并运营投资基金共同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情况 

    不适用 

  （6）以自有资产投资的情况 

      ①投资金额占当期期末净资产 5%以上的自有资产投资项目情况 

        无 

      ②自有资产与受托资产在投资运作方式、报告期内收益方面的差异 

      公司及子公司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通过私募的方式募集投资人的资金，寻找潜在项目并 筛

选、投资，择机退出以获得收益。基金一般采用有限合伙企业或契约型的形式，公司及子公司受

托管理基金，每年从基金资产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并从基金的超额收益中抽取一定比例作

为对管理基金的业绩报酬。 

      公司及子公司用自有资产参与投资的情况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在基金中作为 GP 出资； 二是

作为 LP 在基金中出资，进行适当的跟投。 

      ③报告期内收入分别来自于自有资产管理与受托资产管理的金额及比例 

      报告期内收入来自自有资产管理的金额为 0.36 亿元，占比 22.02%；来自受托管理资产的金额

为 1.28 亿元，占比 77.98%。 

   ④公司专业化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情况，信息、决策和风险隔离机制，防范利益输送与利益

冲突的机制 

    为了维护投资人和公司的合法权益，保障管理的基金得到公平待遇，防范利益输送或利益冲突，

公司建设并执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管理和内控制度，包括《投资管理制度》、《运营风险控制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风险隔离制度》、《防范内幕交易利益冲突的投资交易制度》和《保密制度》

等。公司及子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严格适用上述制度，采取中立公允性原则、专业性原则及保密性

原则保障投资决策的公允，防范利益输送与利益冲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⑤公司应披露所投项目为战略型投资还是财务型投资，如为战略型，公司应披露投资目的、决

策程序、参与所投项目经营管理的相关情况。 

      目前公司所投项目全部为财务投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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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

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

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影响，详见附注第十节“五、44.重

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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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