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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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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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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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盛金控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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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 是 √ 否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项目
营业总收入（元）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1,227,364,105.32

579,690,807.52

11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685,111.08

98,404,565.79

5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6,257,573.15

100,888,234.24

74.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75,830,847.16

-347,776,839.90

-466.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6

0.3052

-67.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6

0.3052

-67.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1.65%

-0.3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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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减
总资产（元）

24,836,536,947.08

25,930,550,038.17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82,141,134.32

11,564,082,579.95

1.0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1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股数量 条件的股份 股份
数量
数量
状态

深圳前海财智发展投资中心（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16.94% 253,793,102 253,793,102 质押 253,793,102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0% 239,630,736 239,630,736

深圳前海财智远大投资中心（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13.26% 198,620,690 198,620,690

西藏迅杰新科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1% 161,931,034 161,931,034 质押

13,477,090

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7.37% 110,344,827 110,344,827 质押

20,234,000

北京凤凰财智创新投资中心（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6.37% 95,453,950

质押

95,453,950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2% 82,670,198

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

3.13% 46,894,726

质押

13,599,900

国有法人

北京岫晞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2.67% 40,000,000 40,000,000

张盛根

1.06% 15,9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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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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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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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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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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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面向
16 国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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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公司
16 国盛 01
债券

136442

2021 年 05
月 24 日

100,000 4.28%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上年末

52.9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55.37%

上年同期
2.51

-2.4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72

-62.6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 是 √ 否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2,736.41万元、营业利润22,459.42万元、利润总额22,354.5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068.51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11.73%、54.45%、55.93%、53.13%。
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483,653.69万元，净资产为1,168,494.04万元，资产负债率52.95%。重要子公司国
盛证券实现净利润2.1亿元。
报告期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改组国盛证券董事会、监事会，调整、充实管理团队，确定市场定位、经营策略和配套改革措
施并全面启动业务整合。
2017年5月，国盛证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改组完成。2017年6月，国盛证券董事会审议通过拟聘任
证券行业专业人才为总裁、副总裁的议案，相关任职资格获得核准后，新的管理团队于2017年7月正式获
聘。公司期望调整后的国盛证券董事会、监事会及核心管理团队能够带领国盛证券实现业务快速发展。
新的管理团队确定的国盛证券市场定位为：紧紧围绕客户的发展需求做好“线上+线下”的综合金融
服务，通过产品和服务提升客户黏度，通过一站式服务和资本市场全产业链产品建立核心竞争力；通过持
续帮助客户成长使得国盛证券成为客户的首席金融管家，把国盛证券发展成为一家有特色、有核心竞争力
的高品质证券公司，一家以给客户持续创造价值为宗旨的高质量证券公司，一家以持续创新改进服务的高
效率证券公司，一家立足“全方位、全国性、全时性”资本市场服务的平台公司。新的管理团队确定国盛
证券当前的经营策略为：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改革创新；以前10大券商为标杆，以纵横考核为动力，以服
务出精品为主线；以并购重组为投行业务特色，以固定收益和资产管理业务作为盈利突破口，加快经纪业
务向财富管理和信用业务转型，发挥点多面广优势，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把营业部建设成为拓展综合金融
业务的终端。
（二）对国盛证券增资19亿，进一步提高其净资本水平，为其行业结构转型、业务创新、找准市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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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全面实施新的经营策略提供保障。
（三）以投资为纽带，发挥内部协同效应。
在受让北京快乐时代5%股权后，公司进一步深化与北京快乐时代的相关合作。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
委托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用于向经其审核的合格借款人提供消费贷款，截
至期末累计委托资金金额为7.2亿元。期内，公司利用集团业务资源帮助国盛资管拓展主动管理型资产管
理业务的方案也在论证中。
（四）设立金融科技公司，打造金控平台的科技基础。
2017年2月，公司设立珠海横琴极盛科技有限公司。极盛科技为公司金融科技板块运营实体，是公司
IT规划、开发、运维等服务管理的高科技内核。极盛科技将紧密围绕集团各主体的业务需求，强化技术支
持与管理，支持集团金融科技格局的规划、搭建与发展。报告期，极盛科技完成职场选址与设计装修，启
动核心团队搭建、推进证券业务IT系统夯实及集团自主研发协同平台建设等工作。
（四）增设办公场所，打造金控平台的地区基础。
报告期，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三地增设办公场所。该等一线城市较强的市场活力、较好的人才
集聚效应有助于公司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吸引优秀人才，拓展各项业务，为打造金控平台提供地域基础。
（五）出售线缆业务，集中资源专注开展金融及金融相关业务。
报告期，公司出售线缆业务运营平台100%股权，为进一步优化业务布局、推进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发展
战略、集中资源专注开展战略核心业务创造条件。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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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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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珠海横琴极盛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国盛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盛信
息咨询有限公司，该等公司自设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报告期，公司出售广东华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100%
股权，报告期末，广东华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扬州华声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佛山市华声电
子装配有限责任公司、扬州华声电器装配有限公司、广东华声电缆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杜力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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