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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3            证券简称：西部证券            公告编号：2022-056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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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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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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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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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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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室 

电话 029-87406171 029-87211007 

电子信箱 huangb@xbmail.com.cn yuanxing@xbmail.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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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741,087,976.57 3,217,429,747.61 -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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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269,599.27 715,297,043.40 -4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56,123,031.89 708,261,319.29 -49.72% 

其他综合收益 -21,587,987.07 -19,356,736.35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5,516,611.62 -6,244,578,140.7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4 0.1600 -49.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4 0.1600 -49.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2.72 减少 1.4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资产总额 96,994,099,310.18 85,117,942,657.24 13.95% 

负债总额 69,900,156,057.09 57,908,995,323.42 2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961,179,717.07 27,101,743,347.30 -0.52% 

母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22,740,886.87 1,714,530,189.74 -28.68% 

净利润 355,712,072.32 657,955,910.08 -45.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2,652,883.64 653,585,455.09 -46.04% 

其他综合收益 -21,587,987.07 -19,356,736.35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3,835,311.85 -6,745,319,547.4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6   0.1500  -46.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6   0.1500  -46.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2.49 减少 1.19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总额 91,430,046,711.75 80,239,704,199.58 13.95% 

负债总额 64,387,400,002.31 53,052,936,332.96 21.36% 

所有者权益总额 27,042,646,709.44 27,186,767,866.62 -0.53% 

3、母公司净资本及有关风险控制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核心净资本 22,683,525,948.98 23,356,045,736.53 -2.88% 

附属净资本 0.00 0.00 不适用 

净资本 22,683,525,948.98 23,356,045,736.53 -2.88% 

净资产 27,042,646,709.44 27,186,767,866.62 -0.53% 

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 8,022,026,211.31 7,330,441,515.57 9.43% 

表内外资产总额 79,735,292,955.00 69,028,399,893.74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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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覆盖率 282.77% 318.62% 减少 35.85 个百分点 

资本杠杆率 28.45% 33.84% 减少 5.39 个百分点 

流动性覆盖率 698.60% 311.72% 增加 386.88 个百分点 

净稳定资金率 174.18% 151.45% 增加 22.73 个百分点 

净资本/净资产 83.88% 85.91% 减少 2.03 个百分点 

净资本/负债 43.37% 56.16% 减少 12.79 个百分点 

净资产/负债 51.70% 65.37% 减少 13.67 个百分点 

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净资本 4.41% 6.28% 减少 1.87 个百分点 

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净资本 254.37% 198.04% 增加 56.33 个百分点 

4、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7,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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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60,387,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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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86,000,000 冻结 86,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1% 67,488,822 6,155,359 0 67,48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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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56,540,692 5,356,530 0 56,54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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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 38,291,495 4,101,200 0 38,291,49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31,331,168 -17,056,346 0 31,331,168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5% 24,623,235 0 0 24,62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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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9日，长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完成限售解禁工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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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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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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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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88,822 人民币普通股 67,48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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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40,692 人民币普通股 56,54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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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91,495 人民币普通股 38,291,49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331,168 人民币普通股 31,331,168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24,623,235 人民币普通股 24,62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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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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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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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根据长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告知函，公司第三大股东长安汇通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进行转融通证券出借西部证券股票 149 万股，期限 14

天，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到期归还。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长安汇通

持有公司 129,032,258 股。 

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6、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7、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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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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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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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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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品种一) 

22 西部 04 149907 2022-4-27 2022-5-5 2024-5-5 25.00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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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品种二) 

22 西部 05 149908 2022-4-27 2022-5-5 2025-5-5 5.0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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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22 西部 06 149949 2022-6-15 2022-6-17 2025-6-17 25.00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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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西部 04、22 西部 05、22 西部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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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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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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27 日，公司完成“20 西部 01”2022 年度付息工作。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 
变动原因 

流动比率 2.07 1.74 18.97% 交易性金融资产规模增加 

资产负债率 66.51% 61.29% 增加 5.22 个百分点 受期末债务增加影响 

速动比率 2.06 1.74 18.39% 交易性金融资产规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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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123,031.89 708,261,319.29 -49.72% 本期收入利润减少影响 

EBITDA全部债务比 2.35% 5.83% 减少 3.48 个百分点 
本期债务规模增加、利润减

少共同影响 

利息保障倍数 1.87 3.93 -52.42% 本期利润减少影响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6.56  -27.53 不适用 本期经营现金流为负影响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09 4.24 -50.71%  
本期债务规模增加、利润减

少共同影响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 0.00%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重要事项详见 2022 年 8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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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母公司净资本及有关风险控制指标
	4、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6、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7、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1） 债券基本信息
	单位：亿元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