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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16-24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报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9 名董事全部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无法做出保证或存在异议。 

公司董事长何春梅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谭志华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韦海乐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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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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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一）主要会计数据 

项目 2016年 3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资产总额（元） 50,765,109,344.95 52,520,092,338.85 -3.34 

负债总额（元） 36,734,049,824.86 38,701,341,348.43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60,955,897.09 13,257,841,146.08      1.53 

项目 2016年 1-3 月 2015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24,055,677.34 1,012,747,966.36 -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0,269,553.39 416,060,698.18 -2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9,776,145.83 417,530,377.52 -21.02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元） -131,273,334.66 29,679,756.3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4,192,598.02 1,797,360,903.5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8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8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5.97 
下降 3.49个

百分点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臵损益 -194,310.5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4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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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8,619.11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影响利润总额） 675,308.53 

减：所得税影响数 168,827.13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影响净利润） 506,481.40 

其中: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493,407.56 

     影响少数股东损益 13,073.84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

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2,810,361,315 股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一）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7,388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冻结数

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4 627,973,071 0 0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国有法人 6.54 183,789,086 0 0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90 165,820,891 0 0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6 122,5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84 51,818,793 0 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信托－外贸信

托增发添利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基金、理财产

品等 
1.78 50,040,000 50,04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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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菱信基金－光大银行－

申万菱信资产－华宝瑞森林

定增 1 号 

基金、理财产

品等 
1.78 50,000,000 50,000,000 0 

银河资本－渤海银行－银河

资本－鑫鑫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基金、理财产

品等 
1.78 50,000,000 50,000,000 0 

新华基金－民生银行－国海

证券定向增发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基金、理财产

品等 
1.78 50,000,000 50,000,000 0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

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71 48,166,072 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27,973,071 人民币普通股 627,973,071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183,789,086 人民币普通股 183,789,086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65,820,891 人民币普通股 165,820,89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818,793 人民币普通股 51,818,793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48,166,072 人民币普通股 48,166,072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44,322,655 人民币普通股 44,322,65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2,836,300 人民币普通股 42,836,300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14,697,320 人民币普通股 14,697,32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32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23,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公司掌握的情况，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

第一大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上述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注：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 

（二）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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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3月 31日 2015年 12 月 31日 
增减百

分比（%） 
主要原因 

结算备付金 876,913,559.73 1,680,061,651.58 -47.80 
代理买卖证券结算备付金

减少。 

融出资金 6,429,476,795.66 9,206,951,406.12 -30.17 
融资业务规模减少导致融

出资金减少。 

衍生金融资产 17,474,287.06 - 不适用 

期末因权益类收益互换合

约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衍

生金融资产。 

存出保证金 1,425,355,794.77 1,131,356,058.54 25.99 
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司交

易保证金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634,507.67 19,516,125.93 -25.01 

期末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

值变动和各项资产减值形

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减

少。 

拆入资金 1,430,000,000.00 2,410,000,000.00 -40.66 
期末银行间市场拆入资金

减少。 

衍生金融负债 - 23,641,330.94 不适用 

期末因权益类收益互换合

约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衍

生金融负债减少。 

应付款项 152,111,747.58 202,040,334.85 -24.71 

期末广西北部湾股权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应付挂牌

企业补助款减少。  

应付利息 347,677,873.28 451,705,593.48 -23.03 

期末应付债券利息、应付

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转让

资金利息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 73,795,216.29 128,194,376.48 -42.43 

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负

债减少。 

其他负债 1,264,279,770.47 1,049,764,644.81 20.43 

主要是收到客户认购公司

发行的资产专项计划的款

项导致其他负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70,046,596.78 197,201,399.16 -64.4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减少。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项目 2016 年 1-3月 2015年 1-3月 
增减百

分比（%） 
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其中：经纪业务

手续费净收入 

217,920,670.92 496,151,366.15 -56.08 
因证券市场交易量下降，

代理买卖业务收入减少。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其中：投资银行

业务净收入 

293,553,948.38 218,799,045.93 34.17 
因承销业务增加，投资银

行业务收入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其中：资产管理

咨询业务净收入 

32,935,920.86 10,915,888.56 201.72 

本期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及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均较上

期增加。 

投资收益 168,787,548.28 126,488,022.35 33.44 

本期持有金融资产期间取

得的分红和利息及处臵金

融资产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6,237,867.63 -14,831,999.95 不适用 
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减少。 

其他业务收入 11,072,978.08 7,390,924.64 49.82 
本期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

司仓单销售收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114,857.44 - 不适用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

加。 

其他业务成本 10,368,435.54 5,682,288.91 82.47 
本期国海良时期货有限公

司仓单销售成本增加。 

营业外收入 895,572.24 144,145.38 521.30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

较上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225,946.49 2,135,576.09 -89.42 
本期非流动资产处臵损失

减少。 

所得税费用 107,781,524.79 140,843,394.76 -23.47 

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导致所得税费用相应减

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30,269,553.39 416,060,698.18 -20.62 本期净利润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13,312,310.93 7,244,444.46 83.76 

因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净利润增加，导

致本期少数股东损益较上

期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27,154,802.38 24,004,800.84 不适用 
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减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4,118,532.28 5,674,955.47 不适用 
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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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二）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其他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收购、出售、臵换及企业合并事项。 

3.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及决策程序 

2016年 1-3月 2015年 1-3月 

金额 
占同期同类

交易比例（%） 
金额 

占同期同类

交易比例（%） 

广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承销业务

收入 
市场定价 15,560,000.00 6.12 - - 

广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

业务收入 
市场定价 980,000.00 2.57 - - 

广西桂东电

力股份有限

公司 

承销业务

收入 
市场定价 20,000,000.00 7.86 - - 

注：公司与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27日、12月25日签订了《2015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承销协议》和《2015年公司债券承销协议》，由公司作为其非公开发行30

亿元公司债券、公开发行20亿元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

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2016年1-3

月，公司就上述承销业务获得收入1,556.00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无因资产收购、出售发生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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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关联方非经营性债权债务往来或担保事项 

①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与关联方发生的非经营性债权债务往来。 

    ②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任何担保事项。 

4.重大合同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

交易、托管、承包、租赁其他公司资产或其他公司托管、承包、租赁公司资产

的事项。 

（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

担保合同事项。 

（3）公司未发生也不存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

重大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管理的事项。 

（4）其他重大合同 

序号 协议名称 签订方 签订日期 

1 咨询服务合同 麦肯锡（上海）咨询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2 咨询服务合同 韬睿惠悦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4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嘉浩盈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016年 3月 

5 框架合作协议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5.报告期内监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决定 

序号 批复日期 批复标题及文号 

1 2016-2-22 
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自营交易权

限的通知（上证函〔2016〕254号） 

2 2016-3-4 
关于核准谢胜修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桂证监许可〔2016〕1

号） 

3 2016-3-4 
关于核准吴增琳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桂证监许可〔201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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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重要事项信息披露情况 

序号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1 公司2015年次级债券（第一期）2016年兑息公告 2016-01-30 

2 获准开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自营交易权限 2016-03-09 

3 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20% 2016-03-15 

注：上述重要事项刊载的互联网网站及检索路径为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

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广西投资集

团 

1.作为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后存续公司第一大股

东，广西投资集团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经营与存

续公司相同的业务；亦不间接经营、参与投资

与存续公司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

同时保证不利用其股东的地位损害存续公司及

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并且承诺方将促使承诺

方全资拥有或其拥有 50%股权以上或相对控股

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2.对于承诺方及其关联方将来与存续公司发生

的关联交易，承诺方将严格履行桂林集琦关联

交易的决策程序，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确保公

平、公正、公允，不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1年 8

月 9日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相关承诺

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承诺保证与桂林集琦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

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2011年 8

月 9日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相关承诺

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国海证券及

全体高级管

理人员 

国海证券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除需满足

一般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外，上市后将针

对国海证券自身特点，在定期报告中充分披露

客户资产保护、风险控制、合规检查、创新业

务开展与风险管理等信息，强化对投资者的风

险揭示；充分披露证券公司可能因违反证券法

律法规，被证券监管机构采取限制业务等监管

措施、甚至被撤销全部证券业务许可的风险。

同时将严格按照《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

2011年 8

月 9日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相关承诺

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0 

办法》的规定，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健全风险

监控机制，建立对风险的实时监控系统，加强

对风险的动态监控，增强识别、度量、控制风

险的能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索美公司 

桂林集琦截至合并基准日的全部债务(包括潜

在债务及或有债务)由索美公司承接，索美公司

将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及时清偿该等债

务。 

2011年 8

月 9日 
长期 

2011 年 6 月 28 日，索美公司与桂林

集琦签订了《资产交割协议》，2011

年 7月 15日，索美公司与桂林集琦完

成了全部资产、负债的交割手续，并

签订了《资产交割确认书》，严格按照

承诺承接了桂林集琦截至合并基准日

的全部债务(包括潜在债务及或有债

务)。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索美公司

正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清偿该等

债务，未发生因与债权人纠纷导致上

市公司受损的情况。 

桂林集琦将其持有的控股、参股子公司股权转

让给索美公司时，如不能取得该等公司的其他

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文件，索美公司同

意，如有其他股东行使对该等公司股权的优先

购买权的，索美公司同意将受让该等公司股权

改为收取该等股权转让的现金。 

2011年 8

月 9日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桂林集琦尚余

广西福生堂药品有限公司、北海集琦

方舟基因药业有限公司两家控（参）

股子公司未完成过户。该两家公司目

前正处于破产清算过程中，未出现其

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 

因桂林集琦的部分资产被抵押、查封、冻结，

如该等资产于本次资产臵换及吸收合并生效后

不能及时、顺利向索美公司转移的，由此产生

的损失由索美公司承担。 

2011年 8

月 9日 
长期 

按照桂林集琦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

股份吸收合并原国海证券（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方案，桂林集琦的全部资

产应由索美公司接收。为此，索美公

司全资设立了桂林集琦药业有限公

司，作为接收上述资产的主体。截至

本报告出具之日，所涉资产的过户工

作基本完成。因特殊原因,以下资产未

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其资产价值占本

次交易所涉资产总价值的比例为

0.18%： 

①因涉及国外专利，桂林集琦的欧洲

四国、美国、加拿大、韩国、印度、

日本匙羹藤国外专利正由代理机构办

理专利权人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变更

至桂林集琦药业有限公司名下相关手

续； 

②桂林集琦分别持股 90%和 13.54%的

子公司广西福生堂药品有限公司和北

海集琦方舟基因药业有限公司已成立

清算小组，目前正处在清算过程中。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索美公司未出

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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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美公司承诺：索美公司及关联方不存在《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规定

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为索美公

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2011年 8

月 9日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相关承诺

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财通基金、创

金合信、申万

菱信（上海）

资管、天弘基

金、新华基

金、兴证资

管、银河资

本、招商财

富、株洲国投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对象承诺：在

国海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股票，

自国海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内不予转让。 

2015年 7

月 27日 

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

施完成后

12个月。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相关承诺

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其他承诺 

广西投资集

团、索美公

司、桂东电

力、中恒集团 

1.本公司知悉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证券交易所有关业

务规则； 

2.本公司转让上述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时，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对特定股东持股期限

的规定和信息披露的要求，遵守本公司关于持

股期限的承诺； 

3.本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上述申

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每累计达到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 1%时，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

信息披露。 

2014年 8

月 11日 

持有解除

限售股份

期间。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相关承诺

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荣桂贸易 

1.本公司知悉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证券交易所有关业

务规则； 

2.本公司转让上述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时，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

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

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证监会公告[2015]18 号等文件对特定股东

持股期限的规定和信息披露的要求，遵守本公

司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 

3.本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上述申

2015年 8

月 10日 

持有解除

限售股份

期间。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相关承诺

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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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每累计达到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 1%时，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

信息披露。 

靓本清超市、

株洲国投、武

汉香溢 

1.本公司知悉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证券交易所有关业

务规则； 

2.本公司转让上述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时，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对特定股东持股期限

的规定和信息披露的要求，遵守本公司关于持

股期限的承诺。 

2014年 8

月 11日 

持有解除

限售股份

期间。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相关承诺

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湖南湘晖 

1.本公司知悉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证券交易所有关业

务规则； 

2.本公司转让上述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时，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对特定股东持股期限

的规定和信息披露的要求，遵守本公司关于持

股期限的承诺。 

2015年 8

月 10日 

持有解除

限售股份

期间。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相关承诺

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桂东电力 

桂东电力承诺：于 2015年 7月 9日起，通过全

资子公司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证券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

国海证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1.34亿元，并

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

减持本次增持的国海证券股份。 

2015年 7

月 8日 

本次增持

期间及增

持完成后

六个月。 

1.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桂东电力未

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2.截至 2015 年 8 月 25 日，桂东电力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钦州永盛累计增持

国海证券股份 1,014.80 万股，累计增

持金额约 13,312.72 万元。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注：上表承诺内容涉及公司名称均为简称，简称情况如下表： 

公司简称 公司全称 

广西投资集团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索美公司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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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东电力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荣桂贸易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中恒集团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晖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靓本清超市 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 

株洲国投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香溢 武汉香溢大酒店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上海）资管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弘基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基金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证资管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资本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财富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四、对 2016 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营业务受证券市场波动影响较大，无法对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

累计净利润变动情况进行准确估计。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

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月度主要财务信息，

以便投资者及时掌握公司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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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元） 
期初持股数量

（股/张）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数量

（股/张） 

期末持股比

例（%） 
期末账面价值 报告期损益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证金公司专户 - - 2,464,240,000.00  - - - -  2,458,397,917.51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政策性金融债 160301 16进出 01    700,523,100.00              -           -      7,000,000.00      3.33     701,241,100.00    1,912,208.2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政策性金融债 150223 15国开 23    503,008,000.00              -           -      5,000,000.00      0.88     502,929,500.00    2,678,263.93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企业债 1180145 11同煤债 01    442,950,870.00              -           -      4,400,000.00     22.00     445,494,280.00    4,883,701.7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鹏华基金专户 - -    400,000,000.00      -        -     -    -    412,793,278.20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招商基金专户 - -    400,000,000.00      -        -     -    -    391,950,186.64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政策性金融债 160208 16国开 08    370,210,910.00              -           -      3,700,000.00      0.03     370,015,910.00      386,855.8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同业存单 111690848 
16温州银行

CD024 
   350,268,995.14              -           -      3,600,000.00     59.02     349,808,760.00    1,093,475.14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国富基金专户 - -    350,000,000.00      -        -     -    -    321,810,804.46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短期融资券 041568010 15阳泉 CP006    299,790,000.00  3,000,000.00 15.00 3,000,000.00 15.00 304,302,300.00 9,161,490.17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8,865,785,660.03   -  -  -  - 9,143,806,679.72  43,089,849.41  - -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损益 -  - -  -   -  - 38,427,760.24  - - 

合计 15,146,777,535.17  - - - - 15,402,550,716.53  101,633,604.68  - - 

注： 1.本表证券投资包含公司报告期内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股票、基金、债券、信托产品等金融资产，也包含非公允价值计
量的金融资产投资； 

2.本表按期末账面价值占公司期末证券投资总额的比例排序，填列公司期末所持前十只证券情况； 
3.其他证券投资指除前十只证券以外的其他证券投资。 
4.报告期损益，包括报告期公司因持有该证券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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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

年 3月 31日 
电话沟通 媒体、公众投资者 不适用 

 

 

董事长：何春梅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