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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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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一）下午 15:00-16:00 在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通过网络文字互动的形式召开了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进行公告。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了《公司关于

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并通过邮箱、传真

和扫描二维码的方式预先向广大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

15:00-16:00 召开了公司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董事长邵松长先生、常务副总经

理胡秋华先生、财务总监戴悦女士、董事会秘书钱菁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与投资者进行网络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统一回答。 

二、投资者提问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回复的主要情况如下： 

1. 公司目前还有金银饰品类公司在经营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未在经营金银饰品类业务。 

2. 公司发展一直没有好的起色，公司有无并购重组方面的考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尚未讨论该事项。 

3. 你好，我在街边看到很多香溢烟酒店是公司的直营店，还是个人承包的

啊？除了里面的烟以外，酒类等其它产品都是公司统一配送还是店家自由寻找的

商家提供？ 

回复：您好，香溢烟酒店非公司经营板块。谢谢。 

4. 公司股价低位徘徊，低估公司价值，跌破净资产，公司有无继续增持计

划来提振投资者信心？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尚未讨论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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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有否重组计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尚未讨论该事项。 

6. 公司目前几大业务板块是否具有地域性？几大业务分别在哪些地区产

开？ 

回复：您好，公司目前经营的融资租赁、担保、投资业务板块立足浙江省，

积极向全国拓展；典当业务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及上海地区。谢谢！ 

7. 香溢购香溢贷做起来了，公司有计划往支付方向发展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尚未讨论该事项。 

8. 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关键之年，众多上市国企在披露业绩的同时，

纷纷亮出改革新动作，其中包括全面深化混改，推出员工持股等多种激励措施。

公司有哪些相应工作展开？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尚未讨论混改及员工持股等激励措施。 

9. 半年报业绩预告一下吧！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们会按上交所相关规定进行披露。 

10. 大家都觉得典当业务属于传统业务不符合发展规律，建议公司多宣传

典当业务的历史，公司的典当业务如何与现代经营相结合。 

回复：您好，谢谢您的建议。 

11. 香溢烟酒店不是公司质产，香溢品牌是不是公司质产？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们的品牌是“香溢融通”。 

12. 越秀金控作为同行业上市公司，许多业务雷同并取得不错的成效，其

有何值得公司借鉴的地方？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会加强与优秀企业的沟通与交流，学习优

秀企业的成功经验，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13. 名为烟草控股，实际上没有一点烟草味，公司经营项目与烟草没有一

点关系。既然控股了一家上市公司，那么应该在其位，谋其政，有所作为。中国

最赚钱的公司控股下的唯一上市公司，估价居然在 5 元之下，太让全体投资者伤

心透了。请问董事长，能否积极要求控股老板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与时俱进变

更主营业务，引进优质资产项目，让公司活起来。公司在这方面吗有何措施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是典当、担保、租赁

和投资等板块，目前尚未讨论变更主营业务事项，谢谢您对公司的关心！ 



14. 公司既然有资金有贷款为何不组建基金或投资公司，直接投资相关企

业，学习投资公司，投机家有潜力未来可上市的企业？ 

回复：您好，公司目前已设立香溢融通（浙江）投资有限公司和香溢融通（上

海）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拓展的类金融投资业务主要包括参与固定收益类项目、

参与资本市场股票、参与股权投资项目。谢谢！ 

15. 2020 年公司商品销售收入减少较多，是不是业务调整后，公司的主要

营收不在依赖商品销售收入了？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业务主要是典当、担保、租赁和投资等类

金融板块。2020 年度商品销售收入 493.80 万元，仅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2.67%。 

16. 请问，我如果想开香溢烟酒店，公司会提供贷款吗？贷款的具体条件

有哪些？ 

回复：您好，公司提供贷款以典当平台为主，目前在宁波、杭州、上海设立

公司，您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直接联系相应公司进行具体业务咨询，宁波：

0574-87459829，杭州：0571-87794225，上海：021-80109616。谢谢！ 

17. 类金融行业面对“相对瑕疵”的客户，企业因此每年产生的坏账死账

大概占比营收多少？ 

回复：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84 亿元，通过对类金融资产的减值

测试 2020 年度类金融业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6878 万元。 

18. 公司的类金融业务中“间接资金收益业务、资本市场投资业务、其他

股权投资业务”，公司有投资或者参股了哪些企业？ 

回复：您好，针对类金融投资业务已在公司 2020 年年报中作了详细介绍，

详见公司 2020 年年报。谢谢！ 

19. 公司所投资参股的企业中有没有即将上市或冲击资本市场的？ 

回复：您好，公司目前所投资参股的企业尚不存在即将上市的情况，谢谢！ 

20. 香溢融通领导好！我持有公司股票巳有 10 多年，本来是很看好公司发

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公司业绩遂年下降，回报率…。最近，发现公司收购香溢海

曙担保 75％股权，投入 7 千多万，现又注销，能否说明情况。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收购完成后，海曙香溢担保运营面临外部

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监管方面压力加大，收益和业务拓展受阻；同时基于公司

平台化运营的考量，集中力量做大做强浙江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故公司决定



清算关闭海曙香溢担保。 

21. 公司的贷款资金、典当资金由来都是公司自有资金还是银行资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典当业务来自于自有资金。 

22. 传统业务数字化转型方面，公司有哪些举措或成效？ 

回复：您好！公司一直关注、研究和探索运用互联网技术拓展业务领域。一

方面，公司持续关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一些合作或投资机会，希望借助互联网

的优势和特点创新公司类金融产品和业务经营模式；另一方面，公司着力搭建业

务管理信息化平台，开发业务经营数据化系统及线上业务进件系统，逐步实现线

上获客渠道。目前公司已上线典当业务进件小程序，实现了典当业务线上营销。

谢谢！ 

23. 目前公司“类金融投资业务”主要有哪些具体业务？ 

回复：您好，目前公司类金融投资业务主要包括参与固定收益类项目、参与

资本市场股票投资、参与股权投资项目等，各项目具体情况已在 2020 年年报中

详细介绍，详见公司 2020 年年报。谢谢！ 

24. 香溢融通管理层！我是祖籍宁波的上海人，宁波经济发展很快，所以

对宁波股票情有独钟，是公司的老股东，但持有期间的甜酸苦辣，实在够呛。希

望公司管理层为股东着想，拿出大智慧，能够在今年二次创业转型中，实实在在

提高业绩，大大提升股东的回报率，为此，请您们承诺今年业绩一定不亏损，且

有丰厚回报。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公司坚

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争取上规模，创效益。 

25. 类金融发展日趋内卷，利润率下降的同时风险有增无减，公司曾提到

过转型发展、二次创业，具体的转型思路和工作方案是否可以大概讲讲？ 

回复：您好，公司已聘请专业机构辅助制定新一轮战略发展规划，请关注公

司后续信息披露。谢谢！ 

26. 请问“香溢大酒店”一块目前经营情况如何？处在浙江当地，有着得

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各大酒店品牌经营情况良好，请介绍一下公司旗下目前

酒店的经营状况？ 

回复：香溢大酒店目前从事餐饮、客房及会务等业务，由于 2020 年度受疫

情等因素影响，酒店上半年一直处于停业状态，2020 年度实现营收 1021.90 万元，



利润总额-278.12 万元。 

27. 两个再审案件有什么进展吗？下一步公司如何做好市值管理。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再审案件进展请关注公司的信息披露公告。 

28. 董事长您好，我看公司管理层都是来自于烟草、房产、金融等不同领

域的专家，公司又从事类金融行业多个领域，平时如何实现这么多跨行业经营管

理？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建

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作，加强风险管控，提升治理水平。公司形成

了以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负责日常决策，向股东大会负责，下设三

个专门委员会发挥专业职能为董事会决策提供支持；监事会行使监督职能；经营

层全面执行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完善治理体系，权利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

和经营层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约，保障了公司的规范化运作。 

29. 请问贵公司身为中烟在 A 股唯一上市公司，上市三十载，市值才 23 亿，

近年还股价还屡次跌破净资产，这种局面还需要多久才能有所转变？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进一步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业务结构，稳

定提升主业，积极开拓新业务，加速风险资产处置，提高抗风险能力、持续经营

能力和经营效率，培育主营核心业务，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来进行公司的市值

管理。 

30. 个人认为，目前各大银行以及市场上正规贷款机构较多，大部分小微

企业、个人如果没有问题贷款应该都是可以贷的，那么典当的企业、个人是不是

多少都有污点？公司如何控制风险？ 

回复：您好！公司始终倡导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贯彻全员风险管理方针： 

(1)制度建设层面。公司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同时结合形势变化、业

务实际情况，持续修订完善类金融业务审批管理办法、风控审核要点、业务展期、

抵质押物风险控制管理、类金融业务流程风险管理指引等制度和指引，进一步规

范类金融业务运行。 

(2)组织架构层面。 

①公司设立全面风险管理委员会，由公司经营层直接领导，全面负责类金融

业务风险管理政策的研究制定，提升风险管理对业务发展的服务支撑水平；委员



会依托单独运作的风险内控中心，在运营管理中心、财务共享中心等密切配合下，

执行全面风险管理工作。 

②组建了由首席审批官、独立审核官和评审专家组成的集团公司类金融业务

审核委员会，负责大额业务的审核，着力提升类金融业务审核质量和审批效率。 

③公司审计监察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类金融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合规检查。 

通过集团公司业务审核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稽核审计多角度、分层次

把关，力争把业务风险影响降至最低。 

(3)人员配置层面。公司配备具有金融、经济、法学、财务等相关专业背景

或从业经历的人员从事风险控制工作，保障全面风险管理职责的履行。谢谢！ 

31. 祝贺公司一季度开门红，营收净利同比大增，主要原因有哪些？预计

今年是否会保持高增长。 

回复：您好，2021 年一季度公司经营向好，一方面疫情影响减小，一方面

公司积极开拓渠道，深化平台运作，开展业务竞赛活动拓市场。谢谢。 

32. 公司具有金融类全牌照，是否可以从事证券募资信托类业务？ 

回复：您好，公司经营的典当、担保有相应管理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融

资租赁业务于 2013 年取得内资融资租赁业务试点资格，尚无信托类金融牌照。

谢谢！ 

33. 公司今后几年内有增发或配股计划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尚未讨论增发或配股计划。 

34. 烟草行业每年都处于增长期，公司为何不大力发展烟草贸易业务（类

比中烟香港）？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 年，公司积极寻找并利用控股股东方的

优质客户资源和渠道资源，并与公司经营的类金融业务进行对接合作，逐步提升

公司经营规模和业务质量。比如公司香溢贷担保业务对接的是烟草零售商户。 

35. 年报中提出公司自 2019 年开始对贸易业务整合调整，新业务拓展尚不

成熟。具体怎么整合？新业务有哪些？ 

回复：您好！公司因内外部经营环境压力对贸易业务进行内部整合，自 2019

年开始暂停外贸业务，积极探索开拓国内贸易业务，但新业务发生额很小。谢谢。 

36. 我是关注公司的小股民，在前段时间财务知道公司会涨，反而没事儿

的时候股价平稳，股价倒也和公司一样符合国企低调的风格，希望公司多做宣传，



不能低调，我知道公司拓展了很多新业务，到底有哪些啊？ 

回复：您好！公司 2020 年主要拓展了香溢贷担保业务，为浙江省内持有烟

草专卖许可证的零售商户在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目前

该业务已在浙江省内全面开展，稳步运行。谢谢。 

37. 中烟香港此前港交所上市备受关注，香溢融通近几年是否具有再融资

计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尚未讨论再融资计划。 

38. “2020 年 9 月，公司新拓展的香溢贷担保业务正式上线”，这是什

么业务，具体介绍一下。 

回复：您好!香溢贷担保业务是为浙江省内持有烟草专卖许可证的零售商户

在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该业务平台已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正式上线，在宁波地区试点运行后，目前已在浙江省全面推广，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香溢贷担保业务贷款客户 1033 户，贷款余额 9361.20 万元。谢

谢！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