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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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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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936,127,7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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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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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赵岑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昌宝东路 13 号

电话

0757-26680089

电子信箱

zqb@wasung.com

002670
证券事务代表

方胜玲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证券业务、投资业务和线缆业务。
（1）证券业务
公司证券业务运营实体为子公司国盛证券及其下属子公司国盛期货、国盛资管、全钰投资，业务类型
涉及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融资融券、转融通、新三板做市、证券期货、资产管理等。
公司证券业务经营模式主要是通过提供证券服务获取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以及通过证券投资获取投资
收益。
证券业的利润水平具有较强的周期性、波动性，而我国证券业盈利模式仍以经纪、自营和承销等传统
业务为主，信用交易、资产管理等业务与证券市场的关联度也比较高，使行业的收入和利润对于证券市场
变化趋势依赖程度更高。十几年来，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我国证券业经历了不断规范和发展
壮大的历程，证券公司创新步伐逐步加快、业务范围逐步扩大、盈利能力逐步提升、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
同时，伴随着股票市场景气周期的变化，我国证券业利润水平也产生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表现出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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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周期特征。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2015年度证券公司经营业绩排名情况》，国盛证券2015年末总资产、净
资产，2015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在行业排名分别为第70位、70位、68位、69位。2016年，公司向国盛证
券增资33.96亿元，其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大幅提升。
（2）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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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华声香港是公司外币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平台。
（3）线缆业务
公司线缆业务模块主要从事应用于家用电器等领域的线缆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空调
连接组件、各种家用电器的电源输入组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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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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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营业总收入（元）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 年

1,641,860,329.98 1,049,493,193.33

2014 年

56.44% 1,497,070,16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8,145,590.82

26,163,454.80

1,803.97%

93,359,16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4,562,469.33

23,482,881.69

2,006.06%

94,187,758.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33,746,504.35

266,728,451.47

-2,437.11%

127,378,601.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15

0.1308

505.12%

0.46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915

0.1308

505.12%

0.46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7%

3.12%

3.95%

11.60%

项目
总资产（元）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25,930,550,038.17 1,044,881,53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564,082,579.95

772,588,152.44

2014 年末

2,381.67% 1,358,335,178.07
1,396.80%

826,424,697.6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营业收入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77,284,167.60

402,406,639.92

522,363,964.02

539,805,55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82,218.91

91,222,346.88

134,035,290.85

265,705,73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23,354.25

93,964,879.99

128,986,477.04

264,687,75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43,555.07 -363,120,394.97 -1,217,924,387.80 -4,668,045,2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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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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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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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12,949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12,228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股比
持股数量 条件的股份 股份
例
数量
数量
状态

深圳前海财智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94% 158,620,689 158,620,689 质押 158,620,689
伙）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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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6% 124,137,931 124,137,931
伙）
北京迅杰新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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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7.37% 68,965,517 68,965,517 质押
伙）

11,000,000

北京凤凰财智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7% 59,658,719 59,658,719 质押
伙）

43,658,719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2% 51,668,874 51,668,874

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3.13% 29,309,204 29,309,204

北京岫晞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25,000,000 25,000,000
张盛根

境内自然人

1.06%

9,94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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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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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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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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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海发展、前海远大、凤凰财鑫、凤凰财智的《合伙协议》，相关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有权就
合伙企业的日常运营、投资决策、变更企业名称、经营范围、接纳新合伙人或同意现有合伙人追加出资等
重大事项作出决策，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事务。故此，前海发展、前海远大、凤凰财鑫、凤凰财智的普
通合伙人能够有效控制相关合伙企业。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16 国盛金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12485

2021 年 12 月 01 日

100,000 4.27%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6
16 国盛 01
年公司债券

136442

2021 年 05 月 24 日

100,000 4.28%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无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16国盛金：2016年，联合评级对公司和公司发行的“16国盛金”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估。经
审定，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券信用等级为AA。公司于2017年五月底前安排资
信评估机构完成对公司和公司已发行债券的跟踪评级，并将跟踪评级报告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16国盛01：本期债券于2016年5月发行，2016年6月29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16国盛01”债券跟踪
评级公告，国盛证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券信用等级为AA（信用等级未发生
变化）；该跟踪评级报告于2016年6月30日在上交所债券网进行了公开披露。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2016 年

2015 年
0.55

同期变动率
0.26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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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6

0.33

-0.27

利息保障倍数

6.29

2.37

3.9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是公司实施战略转型后的第一年。这一年，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我
国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持续推动供给侧改革，各项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国内资本市场稳中求进，强
监管、去杠杆等一系列正本清源的举措奠定了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础，同时，加快IPO进度、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改革措施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广阔的机遇。2016年证券市场整体环境较
2015年出现了较大变化，证券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逐步呈现多元化、差异化、全方位的竞争格
局，证券公司的经营风险和压力不断加大。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完成对国盛证券100%股权的收购工作，将母公司逐步改组为控股管理平台。公司
（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16.4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6.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8亿
元、同比增长1803.97%，公司期末总资产为259.3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15.64亿元，
资产负债率55.37%。2016年全年，国盛证券实现营业收入12.52亿元、利润总额7.96亿元。报告期末，公
司市值315亿元，位列中国上市公司第328名，较2015年末的73.26亿元增长329.98%。
2016年度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实施外部、内部两层重组
1）外部重组带来公司业务构成、资产规模、盈利能力、资本实力、市场影响等方面重大变化。
2016年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盛证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本次重组完成后，
国盛证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受国盛证券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影响，公司收入构成、资产构成发生重大
变化，主要业务由线缆制造变更为证券业务，期末金融类资产占比大幅增加而房产、土地、设备类资产占
比大幅下降，公司净利润水平、净利率指标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公司来源于证券业务的营业收入
为8.22亿元，占比50.06%，来源于证券业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4.58亿元，占比92.05%；报告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中占比最高的为货币资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三项资产总金额达148.56
亿元，占公司总资产的57.29%。公司总股本由20,000万元增加至93,612.7750万元。
2）内部重组为实现以股权管理方式开展对各业务板块管理奠定基础。
2016年5-12月间，公司进行内部组织与管理架构调整，将截止2016年5月31日拥有的线缆业务相关资
产、债务、业务资源、知识产权下沉至子公司。母公司升级为控股管理平台，通过对下属企业的股权管理
实现集团范围内各业务板块的管理。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全资及控股子公司14家，分属证券、投资、
线缆制造三个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基于重组后战略、资产、组织与管理架构变化的章程修订工作。结合组织架构、
业务结构、管理模式的重大变化，公司坚持规范运行、权责分明、严控风险、协调一致的原则，逐步建立
与之相适应的管控体系，人员陆续到位，并启动下属企业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
告制度等制度修订工作。
（2）整合、推进证券业务
公司在梳理和稳定国盛证券原有业务的基础上，确定了国盛证券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平台”的战略定
位，提出了“全方位发展、全国性布局、全时性服务”的发展目标，严格控制风险、合法合规经营，以客
户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手段，意欲将国盛证券打造成为公司互联网金控平台的重要支点。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国盛证券修改章程，改组其董事会、监事会，向国盛证券推荐董事、董事长、监
事人选。期内，国盛证券董事长变更顺利完成，其他董事、监事变更正在履行江西证监局核准程序。
报告期，公司通过定向增发股份和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近110亿资金并将其中63.96亿元运用于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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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一定程度缓解了困扰国盛证券业务发展多年的净资本约束和营运资金不足的问题。其中，5月，国
盛证券成功以公开方式发行公司债券10亿元，用于补充其营运资金；9月，公司（母）以定向增发方式募
集资金向国盛证券增资33.96亿元，充实其资本金；12月，公司（母）成功以公开和非公开方式合计发行
公司债券30亿元，其中20亿元用于补充国盛证券营运资金。上述资金注入和提供为国盛证券扩大业务规模、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增强综合竞争力奠定重要基础。
公司积极推动国盛证券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在保持原有业务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公司加大
对证券业务整合力度，充分利用市场资源，积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通过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市场化
手段，以开放的方式吸引业内专业人才的加盟，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强调团队建
设的梯队和协调发展，力图为证券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2016年，证券市场整体环境较2015年出现了较深刻变化。全年证券交易市场量价齐跌，日均交易量为
0.52万亿元，较上年的1.03万亿下降49.51%，这给以经纪业务为主的国盛证券带来较大业绩压力。另外，
虽然公司各项优化、整合措施初见成效，但由于组织机构的调整、人员引进、团队建设以及业务布局与开
展需要一定的磨合时间，新增资本金到位时间较晚以及新增资金效益发挥速度、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对
国盛证券2016年业绩贡献略低于预期。
（3）以投资为纽带，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体系
1）寻求保险企业股权投资机会。2016年3月，公司与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共同
签署《投资人股份认购协议书》，拟出资1亿元参与设立君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涉足寿险业务。该
企业的设立正在等待中国保监会核准。
2）积极布局消费金融领域。2016年10月，公司子公司深圳华声前海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凤凰祥瑞互
联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3.75亿元受让北京快乐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即：
趣店集团）5%股权，涉足消费金融领域。趣店集团是主要面向国内5亿非信用卡人群的互联网消费金融科
技公司，累计用户突破千万，以年轻的蓝领和白领人群为主。公司有意在投融资、资产证券化、申请设立
消费金融公司等多方面与趣店集团展开战略合作。
3）设立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2016年11月，公司与深圳市加德信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家家乐购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吴鹰等投资人共同发起设立了广州仁诺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诺小贷）。
公司将通过仁诺小贷积极探索如何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创新技术手段与特定金融场景相结合，从而
为未来金控平台“金融+科技”的全面布局积累经验。目前，该公司设立事项已通过广州市金融工作局组
织的广州民间金融街小额贷款公司准入评审，正在积极筹备设立中。
（4）加强降本增效管理，推进线缆业务开展
报告期内，线缆业务团队采取一系列扩收降本增效措施：一是建立销售激励机制，调动销售人员积极
性；二是加强订单结构管理，提升产品整体毛利率；三是加强投入产出与质量控制，开发新工艺，提升产
品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 是 □ 否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适用 □ 不适用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线缆

819,893,522.46

684,491,530.17

16.51%

证券

821,966,807.52

506,064,695.75

38.43%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21.88%

-24.52%

21.55%

分行业

分产品
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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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连接组件

586,158,211.85

483,576,052.26

17.50%

-21.05%

-23.22%

15.32%

空调电源输入组件

179,315,021.51

159,435,482.13

11.09%

-28.03%

-30.85%

48.63%

电热水器电源输入组件

20,934,754.05

16,197,410.69

22.63%

-5.81%

-14.64%

54.72%

冰洗电器电源输入组件

15,706,718.15

13,206,857.94

15.92%

5.61%

5.12%

2.50%

其他家电电源输入组件

17,621,243.22

11,919,105.35

32.36%

-14.25%

-20.30%

18.88%

157,573.68

156,621.80

0.60%

-26.32%

360.57%

-99.28%

证券经纪业务

372,378,490.52

334,986,008.81

10.04%

期货经纪业务

5,312,741.17

5,717,312.25

-7.62%

投资银行业务

70,564,467.28

24,730,141.82

64.95%

资产管理业务

34,835,122.55

20,973,292.92

39.79%

335,514,816.76

117,964,237.86

64.84%

其他
证券

利息收入
其他

3,361,169.24

100.00%

分地区
线缆
广东省外

267,428,706.86

220,345,865.36

17.61%

-19.18%

-22.15%

21.74%

广东省内

515,031,135.58

435,407,647.36

15.46%

-24.63%

-26.92%

20.96%

37,433,680.02

28,738,017.45

23.23%

6.08%

2.48%

81.76%

江西省内

603,802,518.49

322,163,960.31

46.64%

江西省外

218,164,289.03

183,900,735.44

15.71%

国外
证券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盛证券100%股权。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由单一线缆
业务变更为同时拥有线缆业务和证券业务，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其
构成发生重大变化。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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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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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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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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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盛证券100%股权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国盛证券及
其下属国盛期货、国盛资管、上海全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前海科技，该企业自设立日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适用 □ 不适用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10.00%

至

460.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元）

3,662.93

至

4,022.04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718.22
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导致。

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杜力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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