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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3          证券简称：西部证券         公告编号：2022-016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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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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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截止 2021年 12月 31

日总股本 4,469,581,70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7元（含税），分配现金股利

478,245,242.44 元（含税）。本次分配股利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2,637,278,176.95元转入下一年度。2021

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此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 0026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斌 袁星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 号 8 幢 13 层 

传真 029-87406259 

电话 029-87406171 029-87211007 

电子信箱 huangb@xbmail.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双向开放的不断深入，证券行业的规模实力、业务

类型、内部治理及社会形象发生了深刻显著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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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论述，为证券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21年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积极探索中国特色

现代资本市场的重大创新举措。 

当前，国内资本市场正面临难得发展机遇，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实体经济潜能持续释放、居民财富管

理需求迅速增长、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都为证券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撑、注入活力。进一步提

升格局站位，突出主业、突出合规、突出创新、突出稳健，是证券行业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服务实体经

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现实要求。 

未来，公司将准确把握证券行业和资本市场改革窗口期，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努力提升经营策略的前

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推进业务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营业绩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促进

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前，证券行业同质化竞争依然明显，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头部券商在资产规模、市场份额、品牌

效应、技术储备、人才队伍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中小券商弯道超车的压力和难度有所加大。 

证券行业本身具有资本密集性、人才专业性、风险联动性的特点，受宏观经济形势，产业（行业）政

策和市场行情的影响，证券公司经营业绩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公司营业网点布局辐射全国，已成为行业内有一定竞争力和显著区域优势的全国性综合上市券商。 

2、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基于自身优势与禀赋，立足于券商业务本源，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成为一流上市综合投资

银行的战略目标，辩证的指出了打造以客户为中心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和大力发展资本消耗型业务的

两条发展路径。按照四个导向，科学梳理并整合了“财富信用”、“自营投资”、“投资银行”、“资产管理”

以及“机构业务（研究咨询）”五大板块，进一步强调提升组织平台管理能力、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健全

风险管理体系、增强金融科技赋能等战略要求。未来，公司将科学构建中长期发展的四梁八柱，切实发挥

“十四五”规划对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加深市场化机制改革，把数字化转型放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上来，促进公司质量效益及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公司五大业务板块紧密衔接，顺应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证券行业的发展趋势，厘清了公司业务发展

脉络，进一步完善了服务客户的综合业务链条，为公司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公司五大业务板块高度涵

盖并充分融合了公司传统的经纪业务、自营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信用交易业务、固定收

益业务、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业务、研究咨询业务、国际业务、托管业务等。作为公司五大业务板块的有效

补充，公司还拥有西部期货、西部优势资本、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以及西部利得基金四个全资、

控股子公司业务。 

当前，公司的经营模式正由传统的通道驱动、市场驱动模式向资本驱动和专业驱动模式转变，并努力

减弱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公司抗风险、抗周期性的能力得到加强。 

报告期内，为更好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满足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需求，公司紧抓北交所

政策机遇，坚持错位发展理念，撤销原“北京第一分公司”设立“中小企业融资部”，承接原新三板推荐

业务，同时开展其他投资银行类业务。为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加深金融科技成果应用，公司新设“数字

化转型办公室”并对信息技术部职责进行调整。此外，公司将原“衍生品交易部”变更为“衍生品交易及

做市业务部”，承接原新三板做市业务职能。 

3、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21年，国内资本市场坚持稳字当头，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抓改革、防风险、强监管、促稳定，推

动资本市场投融资实现总体平衡和协同发展。证券行业充分发挥资本中介职能，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定位，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资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业经营情况整体向好。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

数据显示，2021年证券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024.1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03%；实现净利润1911.19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1.32%。 

2021年，公司经营管理层深入贯彻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部署，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新动态，加快战略规

划重点工作落地实施，统筹年度融资需求，加强平台化管控能力建设，扎实推进金融科技业务赋能，深耕

优势核心区域，切实做到“以客户为中心”，推动各板块业务向“专精特新”等科技型企业靠前布局，全

面提升合规风控能力，合理调整组织架构，稳步扩充子公司资本实力，提升业务协同效应，增强公司整体

金融服务输出质量和能力，积极做好证券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实现公司经营业绩、品牌号召力和市场影响

力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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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合并口径，下同）67.51亿元，同比上升30.22%；实现归母净利润14.10

亿元，同比上升26.23%。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合并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751,022,663.82 5,184,163,900.03 30.22% 3,680,544,58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9,991,295.62 1,117,003,407.01 26.23% 610,163,90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6,399,968.44 1,096,979,611.99 26.38% 591,397,548.99 

其他综合收益 15,294,861.22 -2,582,492.71 不适用 -14,618,49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19,347,140.44 -1,138,710,507.24 不适用 2,997,587,478.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2 0.00%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2 0.00%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1  6.18 减少 0.87 个百分点 3.50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85,117,942,657.24 63,862,883,987.81 33.28% 48,598,499,333.65 

负债总额 57,908,995,323.42 37,754,888,216.16 53.38% 30,861,813,58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101,743,347.30 26,016,145,400.03 4.17% 17,658,865,653.66 

母公司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785,521,473.99 3,494,327,984.91 8.33% 2,930,663,822.03 

净利润 1,343,075,354.73 1,106,137,154.25 21.42% 715,650,870.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2,132,197.67 1,088,876,587.09 21.42% 700,039,130.99 

其他综合收益 15,294,861.22 -2,582,492.71 不适用 -14,726,040.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38,430,238.75 -447,642,553.81 不适用 2,568,666,72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2 -6.25%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2 -6.25%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3 6.07 减少 1.04 个百分点 4.08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80,239,704,199.58 60,493,018,164.59 32.64% 44,692,298,345.89 

负债总额 53,052,936,332.96 34,324,932,304.35 54.56% 26,870,625,979.26 

所有者权益总额 27,186,767,866.62 26,168,085,860.24 3.89% 17,821,672,3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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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合并 

单位：元 

项目 期间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54,666,449.58 1,962,763,298.03 1,575,196,973.68 1,958,395,94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283,828.80 454,013,214.60 275,138,726.51 419,555,52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9,930,799.00 448,330,520.29 274,416,400.23 403,722,24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716,863,224.08 -527,714,916.66 -6,715,547,822.24 -759,221,177.46 

母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期间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95,777,331.17 1,018,752,858.57 847,617,172.23 1,223,374,112.02 

净利润 256,974,981.40 400,980,928.68 300,822,516.14 384,296,928.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5,653,170.62 397,932,284.47 300,109,663.80 368,437,07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448,158,713.98 -1,297,160,833.46 -5,659,381,906.38 -1,233,728,784.9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3、母公司净资本及有关风险控制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百分比 

核心净资本 23,356,045,736.53 23,272,965,942.45 0.36% 

附属净资本 0.00  0.00  不适用 

净资本 23,356,045,736.53 23,272,965,942.45 0.36% 

净资产 27,186,767,866.62 26,168,085,860.24 3.89% 

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 7,330,441,515.57 5,251,881,503.25 39.58% 

表内外资产总额 69,028,399,893.74 49,361,286,355.53 39.84% 

风险覆盖率 318.62% 443.14% 减少 124.52 个百分点 

资本杠杆率 33.84% 47.15% 减少 13.31 个百分点 

流动性覆盖率 311.72% 444.00% 减少 132.28 个百分点 

净稳定资金率 151.45% 290.22% 减少 138.77 个百分点 

净资本/净资产 85.91% 88.94% 减少 3.03 个百分点 

净资本/负债 56.16% 100.99% 减少 44.83 个百分点 

净资产/负债 65.37% 113.55% 减少 48.18 个百分点 

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净资本 6.28% 7.26% 减少 0.9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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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净资本 198.04% 109.69% 增加 88.35 个百分点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0,183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股东总数 178,068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32% 1,578,533,859 256,775,944 360,387,097 1,218,146,762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6% 458,496,467 0 0 458,496,467     

长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9% 129,032,258 0 0 129,032,258 质押 43,402,780 

北京远大华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64% 117,894,200 0 0 117,894,200 冻结 117,894,200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2% 86,000,000 -256,775,944 0 86,000,000 冻结 86,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7% 61,333,463 9,963,410 0 61,333,46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15% 51,184,162 16,731,598 0 51,184,16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 48,387,514 -3,271,155 0 48,387,51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3% 41,532,317 -4,117,595 0 41,532,31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0.76% 34,190,295 10,953,000 0 34,190,295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

为前 10名股东的情况（如有） 

长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成为公司前十大股东。认购数量为 129,032,258股，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长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解禁工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第五大股东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57.78%的股权，为西部信托

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构成关联关系；截止报告期末，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64,533,8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24%。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表决权、放弃

表决权情况的说明 
无 

前 10 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的特别说

明 
无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18,146,762 人民币普通股 1,218,146,762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58,496,467 人民币普通股 458,496,467 

长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9,032,258 人民币普通股 129,032,258 

北京远大华创投资有限公司 117,89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894,200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8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1,333,463 人民币普通股 61,333,46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51,184,162 人民币普通股 51,184,16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387,514 人民币普通股 48,387,51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532,317 人民币普通股 41,532,31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4,190,295 人民币普通股 34,190,295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第五大股东西部信托有

限公司 57.78%的股权，为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构成关联关系；截止报告

期末，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64,53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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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2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单位：人民币亿元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起息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

场所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一

期） 

20 西部 01 149176 2020-7-23 2020-7-27 2023-7-27 20.00 3.77%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

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

不另计利息。 

深圳

证券

交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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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二

期） 

20 西部 02 149216 2020-8-26 2020-8-28 2022-8-28 20.00 3.68%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

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

不另计利息。 

深圳

证券

交易

所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2 西部 01 149779 2022-1-14 2022-1-18 2025-1-18 25.00 3.04%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本息

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

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

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

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深圳

证券

交易

所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 发 行公 司债 券 ( 第 二

期)(品种一) 

22 西部 02 149837 2022-3-10 2022-3-14 2024-3-14 9.00 3.18%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本息

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

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

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

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深圳

证券

交易

所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 发 行公 司债 券 ( 第 二

期)(品种二) 

22 西部 03 149838 2022-3-10 2022-3-14 2025-3-14 12.00 3.35%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本息

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

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

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

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深圳

证券

交易

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 A 股证券账户的专业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公开发

行。 

适用的交易机制 
20 西部 01、20 西部 02、22 西部 01、22 西部 02、22 西部 03 在深交所的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牌上市

交易。 

是否存在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如有）和应

对措施 
否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2021 年 7 月完成公司债 20 西部 01 的利息兑付，2021 年 8 月完成公司债 20 西部 02 的利息兑付，2021 年 11 月完成 20 西

部 D1 的本金和利息兑付。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聘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债券20西部01和20西部02进行评级。联合评级的母公司联合资

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于2020年10月26日发布公告《关于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

公司承继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证券评级业务的公告》，西部证券及上述公司债券的后续评级工作由联合

资信承继。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21年跟踪评级报

告》（联合[2021]4385号），维持公司公司债券“20西部01”和“20西部02”债项信用等级为AAA，维持公

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主体长期信用评级报告》（联

合[2021]9007号），确定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22〕207 号），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22〕1434号），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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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

减 
变动原因 

流动比率 173.69% 246.03% 减少 72.34 个百分点 

受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应

付短期融资款、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款影响 

资产负债率 61.29% 48.08% 增加 13.21 个百分点 

受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应

付短期融资款、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款影响 

速动比率 173.69% 246.03% 减少 72.34 个百分点 

受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应

付短期融资款、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款影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变动原因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386,399,968.44   1,096,979,611.99  26.38% 收入利润增加影响 

EBITDA 全部债务比 7.16% 9.79% 减少 2.63 个百分点 债务规模增加影响 

利息保障倍数  3.41   3.88  -12.08% 利息支出增加影响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7.00  -0.26 不适用 本期经营现金流为负影响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69   4.06  -9.13% 由于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重要事项详见2022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西

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第六节 重要事项。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朝晖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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