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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声股份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国盛金控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67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岑

方胜玲

电话

0757-26680089

0757-26680089

传真

0757-26680089

0757-26680089

电子信箱

zqb@wasung.com

zqb@wasu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 是 √ 否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项目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390,828,236.85

597,180,040.98

-34.55

98,469,459.90

29,004,176.79

239.50

100,953,128.35

27,742,429.61

263.89

-347,776,839.90

105,266,768.68

-430.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52

0.1450

11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52

0.1450

11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

3.50%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项目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
22,091,756,610.28

上年度末
1,044,881,532.13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2,0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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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188,632,695.86

772,588,152.44

1,348.20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55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普通股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质押或冻结情况
量
的普通股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深圳前海财智发展投资中心 境内非国有
（有限合伙）
法人

16.94%

158,620,689

158,620,689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0%

149,769,210

149,769,210

深圳前海财智远大投资中心 境内非国有
（有限合伙）
法人

13.26%

124,137,931

124,137,93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1%

101,206,896

101,206,896

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 境内非国有
（有限合伙）
法人

7.37%

68,965,517

68,965,517

北京凤凰财智创新投资中心 境内非国有
（有限合伙）
法人

6.37%

59,658,719

59,658,719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5.52%

51,668,874

51,668,874

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

3.13%

29,309,204

29,309,204

北京岫晞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境内非国有
合伙）
法人

2.67%

25,000,000

25,000,000

罗桥胜

2.09%

19,600,000

9,800,000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迅杰新科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前海发展、前海远大、凤凰财鑫、凤凰财智均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杜力先生、张巍先生控制的企业，为一致
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 适用 √ 不适用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新控股股东名称

前海发展、前海远大、凤凰财鑫、凤凰财智

变更日期

2016 年 05 月 1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6 年 0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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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审批、实施工作，围绕全年经营目标，调整组织、管理
架构，优化和提升管理水平。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57,969.0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93%；营业利润
14,541.15万元，增长310.54%；利润总额14,335.98万元，增长286.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40.46 万元 ， 增 长 239.28% 。 期末 ， 公 司 总 资 产 为 2,209,175.66 万 元， 增 长 2,014.28% ； 净 资产 为
1,120,748.13万元，增长1,339.68%；资产负债率49.27%。公司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说明如下：
1、证券业务
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取得国盛证券100%股权，自2016年5月6
日起国盛证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国盛证券拥有证券经纪、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财务顾问、
融资融券、转融通、新三板做市等全方面业务资质并下辖期货、资管、直投子公司，可为客户提供一揽子
综合金融服务，是公司证券业务的经营实体。
期内，面对证券市场行情持续低迷的不利形势，国盛证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努力开拓，积极创收。
一是着力提升营销能力、拓展营销渠道、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夯实经纪业务基础；二是积极拓展大投行、
融资融券等创新型业务发展；三是调整自营业务仓位，控制风险。期内，国盛证券持续推进营销网络布局，
于2016年6月取得江西证监局关于新设49家营业网点的批准，成功发行10亿元公司债券，努力做好合规风
控和安全经营工作，降低经营风险。报告期内，国盛证券纳入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为18,918.11万元、营
业利润为11,688.56万元、利润总额为11,404.74万元、净利润为7,570.11万元，期末国盛证券总资产为
1,451,802.77万元、净资产为386,643.24万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完成向国盛证券推荐董事、董事长人选，并决议对国盛证券增资33.96亿
元。
2、投资业务
本公司投资业务包括集团内各主体对外投资和以下属子公司为运营实体开展的投资管理业务。其中，
子公司深圳华声是公司人民币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平台，子公司香港华声投资是公司外币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平台。期内，公司参与发起设立君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尚需中国保监会核准）；香港华声投资下属
企业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开曼有限合伙以1.1亿美元认购陆金所控股有限公司增发的B类普通股并完成股份
登记。
3、线缆业务
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线缆业务整合，建立并完善线缆业务管理架构，优化和提升管理水平。1-5月，
公司通过母公司和子公司扬州华声经营应用于家用电器领域的线缆业务，通过华声电缆经营应用于工程机
械领域的线缆业务。6月起，华声实业承接母公司线缆业务，直接从事线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并管理
与线缆业务有关的扬州华声、华声电缆等二级子公司运营。
期内，线缆业务团队调整销售部门架构，优化队伍，建立基于销售额、库存、呆滞处理及费用支出
的考核制度；推进全面预算管理，积极优化订单结构，多措并举控制损耗、管控支出。受国内经济整体趋
势影响，本期线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9,050.9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61%；营业利润2,929.87万元，
下降17.28%。本期营业利润率为7.50%，较上年同期增长1.57个百分点；同时，存货周转率、产成品呆滞
率、废品率及产品毛利率指标较上期提升。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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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国盛证券100%股权。自购买日起，国盛证券及其控股子公
司国盛期货、国盛资管、上海全钰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杜力
董事会批准报出日期：2016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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