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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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证券 60090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汲杨 于琪 

电话 0551-65161691 0551-65161539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

鹅湖路198号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

鹅湖路198号 

电子信箱 jiyang@hazq.com yuqi@haz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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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79,266,523.76 50,963,424,390.00 1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962,727,171.25 13,268,219,724.58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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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163,489.47 4,335,866,916.41 -41.76 

营业收入 1,663,638,175.70 1,436,476,498.56 1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38,803,010.57 558,136,887.31 1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33,175,001.27 556,163,974.49 1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63 4.35 增加0.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1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5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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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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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10 909,020,879 0 无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8.18 296,133,305 0 无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52 200,000,000 0 无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非公开发行 2017年可交

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国有法

人 

4.69 170,000,000 0 无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66 168,825,020 0 无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3.73 135,128,317 0 无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76 100,000,000 0 无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67 96,520,226 0 无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 国有法 1.99 72,000,000 0 无   



有限公司 人 

东方创业－安信证券－19东

创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国有法

人 

1.93 70,00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安徽出版集团因非公开发行 2017年可交换公司

债券，将其所持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220,000,000 股过户

至“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后于 2017年 12月 27日办理了 105,000,000股的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2018年 7月 11日和 2018 年 10月 26日又

分别办理了 15,000,000股和 40,000,000股的补充质押

登记手续；2、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皖能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3、安徽国控集团与安徽省能源集

团、安徽交控资本于 2020年 6月 28日签署了《一致行

动人协议》，且由于皖能电力为安徽省能源集团控股子公

司，因此前述四家股东单位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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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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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华

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债

券（五年期） 

15 华安 02 136020 2015-11-2 2020-11-2 48,923 4.7 

华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公

开发行公司

债券 ( 第一

期) 

18 华证 01 143889 2018-10-29 2021-10-30 150,000 4.40 

华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8 华安 C1 150644 2018-8-23 2021-8-27 200,000 5.40 



2018 年 非

公开发行次

级债券 ( 第

一期) 

华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非

公开发行次

级债券 ( 第

一期) 

19 华安 C1 151550 2019-5-28 2022-05-30 100,0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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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7.86   64.8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33   2.8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各项债务融资工具均按期偿还本息，未发行逾期违约的情况。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经济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金融市场上演过

山车行情，美股熔断，国际油价一夜暴“负”。在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之际，中国经济大

局依然保持了基本稳定，A 股交易活跃领涨全球，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更是创出四年多新高。根据

wind 资讯数据，上半年上证综指微跌 2.15%，创业板指上涨 35.60%，深成指上涨 14.97%，两市日

均成交额 7579.72 亿元，总成交额合计 88.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95%。一级市场方面，新证券

法的推出以及科创板的良好开局有力推助了 A 股市场新股发行，IPO 数量 119 家，较上年同期增

长 80.3%，融资金额 1392.74 亿元，同比增长 130.85%，其中科创板发行 46 家，募资总额 507.58

亿元；增发企业 122 家，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融资额 3569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9.28%。受

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债券市场经历了剧烈震荡，收益率先降后升呈现深 V 型走势，中证全债指数

上涨 2.05%。受市场交易活跃影响，两融业务规模同比上升，资管业务规模与股票质押业务规模

呈下降趋势：融资融券业务融出资金 1.15 万亿元，创 2015 年 12 月以来最高值；资产管理业务受



托资金规模降至 11.83 万亿元，同比下降 12.95%。 

中国证券业协会根据证券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统计，2020 年上半年证券行业实现营业收

入 2,134.0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39%。其中，行业实现证券投资收益 702.74 亿元，同比增长

13.23%，收入占比 32.93%，是上半年收入贡献第一大业务；实现经纪业务净收入 569.36 亿元，同

比增长 21.81%，收入占比 26.68%，是上半年收入贡献第二大业务。2020 年上半年证券公司承销

股权融资项目规模 5,186 亿元，同比增加 40%；债券承销规模 6 万亿元，同比增加 27.35%，实现

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 221.10 亿元，同比大幅增加 49.38%，成为上半年增速最大的业务。行业当

期实现净利润 831.4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73%。124 家证券公司实现盈利。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134 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 8.03 万亿元，净资产为 2.09 万亿元，净资

本为 1.67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数据均有一定提升。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 1.64 万亿元，较上年末

时增加 0.27 万亿元；托管证券市值 47.82 万亿元，较上年末时增长 7.83 万亿元。 

公司总体经营管理工作情况 

2020 年上半年，面对资本市场再融资政策松绑、新证券法施行、注册制试点、新三板精选层

退出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公司全体员工紧密围绕公司战略发展目标，把握市场机遇，加强风险管

理，经营业绩持续向善，重点工作有序推进。 

证券主业稳中有进。1-6 月份，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97 亿元，净利润 6.16 亿元，较上年

同期分别增长 13.08%和 25.85%。其中，经纪业务实现佣金净收入 4.3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34%；自营投资业务整体上保持良好业绩和较高收入占比；信用交易业务在规模保持稳定的同

时，无重大风险暴露；投资银行业务继续发力科创板、创业板，ABS 项目实现首单突破；资产管

理业务完成第一只大集合公募化改造并启动发行，主动管理总规模超过 400 亿元；投顾业务转型

资产配置服务，财富管理体系建设取得新的进步。 

子公司平稳发展。期货业务板块，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华安期货公司实现净利润 1,093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涨 115.16%，成交量、成交额、客户权益持续提升；另类投资板块，华富瑞兴公司

基金推进自主股权投资，高效支持科创板、精选层跟投项目，稳步试点联动服务机制；私募基金

板块，华富嘉业持续提升投资专业能力，积极拓展新设基金业务，基金募集、投资、管理、退出

平稳有序，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3,523 万元。 

重点工作扎实推进。上半年公司成功发行可转债，同时加快推进配股融资，通过多渠道融资

方式不断提升资本实力；落实《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相关要求，完成股权整改工作；公募基

金券商结算业务试点落地，为公司经纪业务拓展了新的空间。其他方面，继续深化分公司管理体



制改革，升级设立了 4 家分公司，推进分支机构专业化岗位分工；全面监督体系建设取得进展，

各监督部门和管理部门的监督作用发挥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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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

同的累计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和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该变更

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详见本报告第十节之“五、45（3）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

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上述新收入准则相关会计证券变更已经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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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