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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编制说明 

本报告介绍了 2021 年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南华期货”)积极承担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方面的活动及表现。

时间范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特别注明的除外。 

本报告中的财务数据来源于经审计的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

（除特别注明外,本报告中所涉金额以人民币作为计量币种）。 

本报告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则编制，报告内容符合指引中

的有关要求。 

本报告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电子版形式登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

司网站（http://www.nanhua.net）。 

二、公司概述 

（一）公司简介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系由南华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

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南华有限的前身为浙江南华期货经纪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5 月 28日。2012 年 8 月 30日，南华有限召

开 2012 年第三次股东会，全体股东同意采用发起设立方式将公司整

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8 月 30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交易，股票简称“南华期货”， 股票代码 603093。截至 2021

年底，公司总股本为 610,065,893股。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期货经纪业务、财富管理业务、风险管



理业务、境外金融服务业务及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等。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公司拥有 3 家全资子公司、8家分公司、30 家营业部。 

多年来，公司始终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及良好的市场信誉和

形象，始终坚持“服务铸就品牌”的经营理念，在扎实做好服务的同

时，进一步强化协同，以经纪业务为基础，风险管理业务和财富管理

业务为两翼，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年度业绩 

    公司在股东的大力支持和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抓住期货市场

的快速发展期，积极提升业务规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资产为 300.65 亿元，同比上升 34.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 30.38亿元，同比上升 23.65%；营业收入为 105.15亿元，

同比上升 6.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4 亿元，同比

上升 158.67%。 

三、投资者权益保护 

（一）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期货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相互制

约、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公司对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从制度上保证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工作的有效进行。还在董事会设立了审计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五个

专门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明确了权责和决策程序。2021

年，各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认真开展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专业

能力，就公司经营重要事项开展研究并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有效的



保证了公司决策的科学性。 

2021年，公司持续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做好董

事会日常工作，与股东持续保持对话；股东大会制度建立健全了和股

东沟通的有效渠道，积极听取股东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所有股东对公

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公司不断完善和强化公司治

理规范化运作机制，科学高效决策重大事项，使内部控制更加完善、

有效，推动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确保公司业务稳健发展。 

2021 年，公司共召开 3 次股东大会、7 次董事会、5 次监事会，

每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依法合规，实现了公司治理的高效

与科学。 

（二）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致力于构建与投资者的良好

关系。自上市以来，公司建立多渠道沟通平台，积极推进投资者关系

维护工作，努力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遵循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

前提下，通过电话、e 互动、邮件等方式积极回复投资者提出的问题，

就投资者所关注的公司发展前景、经营情况等问题进行耐心细致地解

答。2021年，公司共计召开业绩说明会 1 次；接听投资者电话、接收

邮件并处理，通过 e 互动、邮箱等回复投资者提问 300余次。同时积

极听取投资者的意见或建议，并将有关信息反馈至管理层。公司通过

多元化沟通渠道的搭建，与投资者保持良性互动沟通，增强投资者对

公司的理解和信心。 

（三）加强信息披露管理 

公司持续完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制度，优化信息披露

工作流程，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信息披露监管要求，及时准确发布

定期报告、股东大会资料以及各类临时公告等信息，不断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提升公司透明度，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加强内幕信

息保密工作，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维护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

切实防范内幕交易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共发布《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第一季度报

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等 4 项定期报告，

以及 42 项涉及公司重大事项的临时公告。 

四、客户权益保护 

（一）强化 IT 技术，保障交易安全 

公司致力于金融科技的研发和投入，以云计算为基础、以数据治

理为抓手、以自研创新为主要手段、以智能化为目标，从项目开发、

系统优化、云平台建设、系统运维等多个方面着手，坚持创新发展，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公司投入私有云云平台建设，更好的满足了大

数据应用、科技研发、产品研发等多方面对计算和存储资源的需求，

为公司金融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速

行情系统（NHMD）、极速交易系统（NHTD）等为公司和客户提供了稳

定、快速、合规、丰富的行情交易及风险管理工具。 

2021年，公司围绕数据中心优化、核心系统升级、系统安全维护

等多个方面，持续加强自身金融科技实力，满足公司及客户的需求。 

（二）优化软件应用，提升服务水平  

公司以打造敏捷高效的专业化客户服务团队为目标，强化团队的

凝聚力，紧紧围绕客户和业务部门的需求，提升运营管理和专业服务

水平。2021 年，公司完成呼叫系统新版本及客服新系统的上线运行，

使客户服务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 

公司不断完善自主研发的南华期货 APP 的功能，使其能有效提供

行情资讯、网上开户、在线交易、基金投资等功能，可为客户提供各



类业务的线上办理工作，并更好的帮助投资者掌握市场动态。 

（三）投资者教育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致力于构建与投资者的良好

关系。公司根据各监管部门要求，积极深入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让

投资者熟悉和了解期货市场，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 

2021年，公司借新大楼搬迁之际，以行业首家国家级实体投教基

地为目标，建设了高标准的投教基地，同时配备了讲解专员，以多种

形式、多种媒体，向投资者全面展示期货行业知识。2021年，公司共

开展行业内投教主题活动 12 项，包括“3·15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在行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防范非法期货宣传月”

“6.15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浙江证监局“为投资者办实事”等，

获得良好效果。 

五、员工权益保护 

人才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核心，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公司始

终坚持以人为本，持续做好员工保障工作，把专业人才培养、完善员

工福利放在重要位置，切实保护员工各项权益，提高员工对公司的认

同度，增加员工的归属感。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员工

955 人。 

（一）保障员工基本权益 

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规

范员工管理，平等对待各类员工。在与员工“平等、自愿、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依法确立劳动关系。

公司按照国家要求，为员工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法定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员工还可享受到

带薪年假、产假、健康体检、节日慰问金等福利。 



公司坚持维护员工的民主权利，持续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

广大职工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发挥员工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让员工了解企业发展，提升员工归属感。 

（二）完善人才发展及培训体系 

公司始终坚持“人才兴企”的理念，从“选、用、育、留”四个

环节发力，建立高效的人才培养机制。 

2021年，公司加强探索校企合作人才输送模式。与院校合作推出

“南华期货精英储备班”“南华金融班”，构建校企互利共赢、协同发

展的新局面，为公司不断提供新鲜力量。 

2021年，公司继续加强公司人才梯队建设，有序培养和扩大公司

后备人才库，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总部职能部门基本实现了一正一

副的管理岗标准配置。同时，公司积极深化新员工培训，采取线上+

线下模式，开展了主题为“耀青春，IN 南华”新员工训练营，取得了

显著效果。 

（三）丰富员工生活 

公司深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结合员工兴趣，组织开展各类文娱

活动。新年阅读、元宵扎花灯、猜灯谜、乒乓球比赛、“行走中的红色

党课”“3.28 环湖跑”、新春晚会等受到员工的普遍欢迎。形式多样的

活动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更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 

六、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一）乡村振兴 

1、乡村振兴规划 

脱贫攻坚战已告一段落，现阶段国家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相结合、“城镇化”和“逆

城镇化”相辅相成、不搞统一模式，杜绝“形象工程”。公司积极响应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组建了以董事长罗旭峰为组长的

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积极探索通过发挥行业特点及自身优势，开

展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工作，把此项工作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社

会责任。公司始终坚持仁商善行，从多方面入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同时积极开展“保险+期货”业务，通过教育帮扶、消费帮扶、知识帮

扶等形式，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大局。 

总体目标: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在欠发达地区挖

掘或服务适合当地的产业项目，确保重点项目发挥作用,切实助力欠

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主要任务: 

(1)充分发挥金融专业能力和优势，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 

(2)深入了解和掌握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完

善企业发展规划，发挥专业优势，通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3)立足结对乡县的资源和产业基础，深化双方协作，助力其发

展特色产业，通过产业带动工作取得成效。 

(4)继续在欠发达地区加大教育支持和投入。 

(5)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探索新的乡村振兴项目。 

2、乡村振兴工作概要 

（1）产业帮扶 

南华期货利用自身专业优势，联合多方力量，通过开展“保险+

期货”等项目，开展具有行业特色的乡村振兴工作。2021年公司参与

的乡村振兴典型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结束

时间 
品种 实施地区 

承保货值

（万元） 
进程 



1 
2020郑商所甘肃静宁苹果

全覆盖试点项目 
2021/2/25 苹果 

甘肃省平凉市静

宁县 
9246.00 已结束 

2 
2020郑商所新疆于田红枣

分散试点项目 
2021/3/15 红枣 

新疆自治区于田

地区于田县 
3660.60 已结束 

3 
2020郑商所广西罗城白糖

全覆盖试点项目 
2021/4/26 白糖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罗城仫佬

族自治县 

8907.95 已结束 

5 
2021黑龙江海伦市上市首

日生猪价格险项目 
2021/2/19 生猪 

黑龙江绥化市海

伦县 
49.09 已结束 

6 

2021 秦安县苹果产业扶贫

收入保障计划-政府采购

项目 

2021/4/19 苹果 
甘肃省天水市秦

安县 
7249.50 已结束 

7 
2021大商所分散项目—河

南睢县生猪价格险项目 
2021/9/17 生猪 

河南省商丘市睢

县 
2221.45 已结束 

8 
2021大商所分散项目—湖

南慈利县生猪价格险项目 
2021/12/8 生猪 

湖南省张家界市

慈利县 
5303.22 已结束 

9 

2021 年上期所南华期货人

保财险云南省临沧市沧源

佤族自治县天然橡胶项目 

2021/11/1

5 

天然橡

胶 

云南省临沧市沧

源佤族自治县 
526.07 已结束 

10 

郑商所南华期货太平洋财

险陕西延安市富县苹果项

目 

- 苹果 
陕西省延安市富

县 
- 进行中 

11 

郑商所南华期货中华联合

财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

花项目 

- 棉花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 进行中 

（2）教育帮扶 

公司为支持甘肃省秦安县教育业发展，与秦安县签订帮扶框架协

议，开展教育帮扶合作。 2021年投入资金 15.56 万元，用于资助秦

安县偏远山区 318 名中小学生营养午餐补助以及 3 名代课教师补助。 

从 2017 年以来，公司一直与贵州省台江县民族中学开展爱心帮

扶合作，资助家庭贫困学生继续学业。2021年，公司于 7 月份、11 月

份合计捐助杭州甘霖助学基金会“甘霖生”助学款 37.50 万元。在

2021年高考中，共有 245 名“甘霖生”参加高考，本科达线人数 239

人，达线率 97.55%，其中台江县民族中学“南华甘霖班”51 人高考

一本率达 100%。 



2021 年 11月份，为帮助贫困学子安度严冬，公司牵头，联络波

司登公益基金会，开展“爱心暖寒冬”活动。向全国七省八校十三个

“甘霖班”的“甘霖生”捐助了 567件羽绒服。 

（3）消费帮扶 

一些欠发达地区拥有着优质的特色农产品和民族手工艺品等，但

受制于诸多因素无法广泛的传播，间接挫伤了农民发展产业的自主性

和积极性。南华期货积极开展消费支持项目，2021 年，公司共参与 5

个项目，涉及投入金额 40.46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2021 年 1 月，公司购买江西赣州脐橙 950 箱，价值 8.08 万元； 

2021 年 6 月，公司购买湖北秭归县产品粽子 930 箱，价值 7.44

万元； 

2021 年 6 月，公司购买新疆乌鲁木齐产品每日坚果 930 箱，价

值 9.30 万元； 

2021年 12 月，公司购买云南宣威月饼，价值 7.99万元 

2021年 12 月，公司购买江西赣州脐橙 900 箱，价值 7.65 万元。 

（二）环境保护 

公司作为期货金融服务类公司，不涉及生产环节，对环境的影响

主要体现为公司日常运营过程中的纸张等办公资源及水电等基本能

源的消耗。公司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坚持绿色共享、

节能环保的运营理念，倡导绿色办公，最大程度上利用信息技术等手

段，建立并使用 OA 办公系统，实施视频与电话会议，通过电子流转

的方式进行业务审批。鼓励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培养节能环保意识，合

理利用纸张等办公资源。 

2021 年，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

情况。 



（三）社会公益 

2021年，河南等地连遭暴雨袭击，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对

当地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后重建任务艰巨。公司心

系灾区，通过杭州市上城区慈善总会向河南提供抗洪救灾专用物资款

十万元，充分显示了在大灾大难前的责任担当。 

2021年，为了让农村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公司积极参与

杭州市民政局主办的“同心向党庆六一”公益活动，资助物资三万元，

让农村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七、信誉和品牌优势 

公司始终坚持合规经营，规范发展的基本原则，在行业内树立了

良好的品牌形象，品牌价值不断提升。公司连续十年被期货日报、证

券时报评为“中国最佳期货公司”。2021年，公司主要获奖情况如下： 

序号 奖状、证书名称 颁奖单位 

1 凤凰腾飞第三届金融风云榜年度金融服务大奖-南华期货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经济生活

频道，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

直属商会，浙江省民营经济

发展中心 

2 童心向党庆六一资助物资 3万元—南华期货 杭州市民政局 

3 以人为本扶危济困爱心捐赠纪念 开封市慈善总会 

4 年度优秀资管产品-南华量化趋势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时报 期货日报 

5 中国金牌研究所-南华期货研究 证券时报 期货日报 

6 中国期货公司金牌管理团队-南华期货 证券时报 期货日报 

7 中国最佳期货公司-南华期货 证券时报 期货日报 

8 最佳风险管理子公司服务创新奖-南华资本 证券时报 期货日报 

9 最佳商品期货产业服务奖-南华期货 证券时报 期货日报 

10 最佳衍生品综合服务创新奖-南华期货 证券时报 期货日报 

11 最佳中国期货经营分支机构-南华期货上海分公司 证券时报 期货日报 

12 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奖-南华期货 证券时报 

13 年度期货公司-南华期货 第一财经 

14 年度卓越客户服务奖-南华期货 证券之星 

15 年度卓越期货公司-南华期货 证券之星 



16 2021财经风云榜年度卓越期货公司-南华期货 证券之星 

17 2021财经风云榜年度卓越客户服务奖-南华期货 证券之星 

18 2021年度上市公司杰出品牌-南华期货 华夏时报 

特此报告。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3 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