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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 2021-016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幅度（％） 

营业总收入 183,820,608.32 449,126,882.11 -59.07% 

营业利润 -6,025,012.32 35,419,261.39 -117.01% 

利润总额 3,193,216.88 73,382,245.16 -9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327,083.60 26,677,581.90 -18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456,439.83 9,991,955.34 -474.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 0.06 -1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06% 1.26% -184.1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2,985,236,137.81 2,944,259,600.71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2,080,154,718.15 2,113,010,159.12 -1.55% 

股本 454,322,747.00 454,322,747.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4.58 4.65 -1.51% 

 注：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4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9.07%，主要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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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贸易、典当及担保业务规模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60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7.01%，主要系本期

营业收入下降，存量风险资产清收难度加大，清收回款大幅下降，本期计提各类

资产减值准备同比略增。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31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5.65%；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23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3.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74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74.87%，主要系本期

业务收入下降，不良清收回款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公司 2020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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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12 月 31日 2019年 12 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02,888,540.29 1,329,537,033.5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59,871,703.56 30,356,002.84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9,129,163.69 41,004,154.32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3,478,233.18 1,923,745.16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00,714,662.63 143,300,243.7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96,502.44 6,305,741.44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175,391.8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93,321,569.03 2,632,149.48 

流动资产合计 1,080,175,766.65 1,555,059,070.48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384,759,211.59 535,807,481.61 

债权投资 375,398,640.43 168,069,282.76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814,377,669.12 330,307,472.84 

长期股权投资 532,409.28 16,014,623.7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1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4,000,000.00 14,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86,976,655.58 94,446,278.29 

固定资产 63,526,519.18 76,226,600.52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40,436,905.29 43,245,897.2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615,785.48 366,742.7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2,436,575.21 102,616,150.53 

其他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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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合计 1,905,060,371.16 1,389,200,530.23 

资产总计 2,985,236,137.81 2,944,259,600.7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881,172.01 6,997,683.10 

预收款项   10,297,938.31 

合同负债 8,825,881.6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0,120,203.65 35,874,672.79 

应交税费 21,278,787.53 39,225,076.87 

其他应付款 35,976,247.02 55,767,145.09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9,171,635.98 9,171,635.98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担保业务准备金 80,293,616.69 86,992,067.18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1,691,400.00   

其他流动负债 2,733,203.18 7,492,634.67 

流动负债合计 213,800,511.68 242,647,218.01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81,558,6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6,954,560.70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414,598.93   

非流动负债合计 88,927,759.63   

负债合计 302,728,271.31 242,647,218.0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54,322,747.00 454,322,747.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563,638,982.22 559,132,6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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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3,571,250.00 -7,496,250.00 

专项储备 0.00   

盈余公积 114,004,783.21 114,004,783.21 

一般风险准备 0.00   

未分配利润 961,759,455.72 993,046,257.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2,080,154,718.15 2,113,010,159.12 

少数股东权益 602,353,148.35 588,602,223.5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2,682,507,866.50 2,701,612,382.7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2,985,236,137.81 2,944,259,600.71 

法定代表人：邵松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戴悦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薇薇 

 

 

合并利润表 

2020年 1—12 月 

编制单位：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183,820,608.32 449,126,882.11 

其中：营业收入 85,629,641.68 293,213,790.80 

      利息收入 61,324,153.67 80,176,727.59 

      担保收入 
                 

36,866,812.97  

                 

75,736,363.72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09,187,923.79 363,063,654.12 

其中：营业成本 20,147,684.90 214,266,258.4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9,681,168.94 11,319,755.12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担保业务准备金 3,301,427.13 40,081,735.95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6,162,365.93 6,564,957.75 

      销售费用 4,281,345.07 8,684,057.69 

      管理费用 86,881,332.78 85,736,419.33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21,267,400.96 -3,589,530.12 

      其中：利息费用 249,065.40 8,102,515.95 

            利息收入 21,569,458.19 12,559,8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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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他收益 3,686,258.05 4,093,014.5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1,362,391.74  

                  

1,247,254.2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271,437.02  

                    

119,349.3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830,247.19  

                

-36,086,854.3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97,166,828.19  

                

-16,249,702.47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212,085.79  

                 

-3,744,160.13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842,320.15  

                     

96,481.5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025,012.32 35,419,261.39 

加：营业外收入 14,065,861.77 48,715,078.84 

减：营业外支出 4,847,632.57 10,752,095.0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3,193,216.88 73,382,245.16 

减：所得税费用 13,885,097.96 27,541,177.3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691,881.08 45,841,067.78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0,691,881.08 45,841,067.78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22,327,083.60 26,677,581.90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11,635,202.52 19,163,485.88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075,000.00  

                 

-7,496,250.00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075,000.00  

                 

-7,496,250.00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6,075,000.00  

                 

-7,496,250.00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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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6,075,000.00  

                 

-7,496,250.00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

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

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6,766,881.08 38,344,817.78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28,402,083.60 19,181,331.90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11,635,202.52 19,163,485.8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法定代表人：邵松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戴悦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