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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一）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 ：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文缩写：华金证券 

英文名称： HUAJIN SECURITIES CO.,LTD. 

英文缩写：HUAJIN SECURITIES 

（二）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裁 

公司董事长：李克难 

公司法定代表人、总裁：宋卫东 

（三）注册资本、净资本及各单项业务资格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280,000,000.00 元 

公司净资本：人民币 1,087,829,932.95 元 

公司单项业务资格：证券经纪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资格，证券自营业务

资格，证券承销业务资格，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证券资产管理业

务资格，融资融券业务资格。 

（四）公司地址及联系方式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59 号 30 层（于 2015 年

2 月完成变更）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59 号 30 层 

    邮政编码 ：2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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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网址 ：http://www.huajinsc.cn 

电子信箱 ：hjzcb@huajinsc.cn 

二、公司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总数 

2014 年 4 月 30 日，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

准了《关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所持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4.6875%股权的议案》。该股权转让事项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通过

北京产权交易所完成产权交易程序（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凭证，文号：

No:T3 1400223），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由于

该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登记完成日期在报告期后，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仍有 7名法人股东。  

（二）报告期末前 5 名持股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股权比例 

1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46,068,000 50.47% 

2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280,000,000 21.88% 

3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 15.63% 

4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0 4.69% 

5 上海裕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3,872,000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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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历史沿革 

公司原名为上海久联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由上海久联集团有

限公司、申能（集团）有限公司等 6家股东单位出资，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上海久联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及上海商城路证券营业

部、曹杨路证券营业部开业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0]198 号）同

意，于 2000 年 9 月 11 日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为 2亿元人民币。 

2005 年 1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同意上海久联证券经

纪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5]6 号），同意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收购重组久联证券，持有久联证券 70%的股权，

上海久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久联证券 30%的股权。 

2005 年 8 月 4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同意上海久联证券经

纪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航天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证监机

构字[2005]82 号），公司更名为航天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1 月 6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航天证券经纪有

限责任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5 号），同意公司

增资扩股，公司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2亿元增加至 6 亿元。其中，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持有公司 46.67%的股权，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

研究院持有公司 12.5%的股权，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持有公

司 12.5%的股权，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10%的股权，

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 8.33%的股权，上海久联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 10%的股权。 

2010 年 1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航天证券经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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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28号），

同意公司更名为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2 月 9 日，上海证监局印发《关于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持有 5%以下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沪证监机构字[2011]566

号），同意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受让上海久联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权 4.81%和 0.2%。 

2012 年 7 月 4 日，上海证监局印发《关于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持有 5%以下股权股东的无异议函》（沪证监机构字[2012]285

号），同意上海裕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让上海久联集团有限公司所

持公司股权 4.99%。 

2012 年 10 月 16 日，上海证监局印发《关于核准航天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变更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的批复》（沪证监机构字

[2012]462 号），同意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中国航天科工

防御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中国三江航天工业

集团公司所持公司全部股份，持有公司 33.33%的股权，成为公司股

东。 

2014 年 1 月 29 日，上海证监局印发《关于核准航天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沪证监机构字[2014]16 号），同意公

司增资扩股，核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 亿元增加至 12.8 亿元，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0.4741%股权，成为公司新的

控股股东。 

2014 年 11 月 25 日，上海证监局印发《关于核准航天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批复》（沪证监许可[2014]347号），

同意公司更名为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公开披露信息 

5 
 

四、公司组织结构 

 

注：原“研究发展部”于 2015 年已正式更名为“研究所”，上图反映公司

最新的组织架构，但报告中的其余部分仍延续采用报告期内的“研究发展部”。 

五、公司营业部分布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设有四个证券营业部，其中上海

地区三家，分别为：上海曹杨路证券营业部、上海怒江北路证券营业

部、上海纪翟路证券营业部；北京地区一家，为北京万柳中路证券营

业部。另外，2014 年 10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同意公司

在全国范围内新设 20 家证券营业部。 

营业部名称 
华金证券上海曹杨路 

证券营业部 

华金证券北京万柳中路 

证券营业部 

营业部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430 号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35号蜂

鸟社区商业楼 CD 区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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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时间 2000 年 9 月 27 日 2006 年 12 月 11 日 

负责人 王  杰 杨叶 

员工人数 28 人 11 人 

营运资金 5,000,000 元人民币 5,000,000 元人民币 

联系电话 021-62447527 010-82872279 

营业部名称 
华金证券上海怒江北路 

证券营业部 

华金证券上海纪翟路 

证券营业部 

营业部地址 上海市怒江北路 399 号 上海市纪翟路 61 号 

开业时间 2008 年 12 月 23 日 2008 年 12 月 23 日 

负责人 钱卫民 李  辉 

员工人数 19 人 10 人 

营运资金 5,000,000 元人民币 5,000,000 元人民币 

联系电话 021-52862009 021-62218891 

总营运资金 2,000 万元人民币 

六、公司员工情况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设立子公司，公司共有员工 191

人，具体人员分布及教育程度见下表： 

人员类型 员工人数 比例（%） 

证券经纪 83 43.46 

投资银行 21 10.99 

资产管理 10 5.24 

证券投资 3 1.57 

研究 5 2.62 

专业结构 

财务 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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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10 5.24 

合计 191 100 

博士研究生 5 2.6 

硕士研究生 49 25.65 

大学本科 107 56.02 

大学专科及以下 30 15.71 

教育程度 

合计 191 100 

七、公司资产负债、投融资状况及流动性等分析 

2014 年 3 月公司完成增资扩股，自有资金较为充足。大部分资

金已投入各项业务，闲置资金大幅减少，业务资产占比增加。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资产构成中，49%为各类交易性金融资产，19%为自有货

币资金，15%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公司资金主要

来自股东资金的投入，资产流动性较好。公司债权融资渠道主要为债

券质押式回购，2014 年末债券回购融入资金余额 4.77 亿元，均用于

流动性较强的固定收益类债券投资。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融资融券等

资本中介业务资金均来源于自有资金，尚无短债长用、资金期限错配

等风险，公司流动性风险较低。 

八、公司经营情况及所处的市场地位 

从行业收入结构来看，2014年公司传统通道类业务收入占比继续

下降 ，资本中介类业务收入占比逐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实现9835万元，同比增长234.8%，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3684万元，同比增长52%；利息净收入实现3823万元，同比增长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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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投资收益2221万元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03万元。按业务性质分

类，2014年度经纪业务实现收入3745万元，同比增长52%，其中传统

代买卖证券经纪业务实现收入3343万元，同比增长35%；2014年下半

年新开展的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信用交易业务实现收入401

万元；投资银行业务实现收入111万元；2014年10月份新开展的资产

管理业务实现收入689万元；自有资金利息净收入实现3253万元，同

比增长104%；自营业务实现收入2037万元。 

1.经纪业务分析 

传统经纪业务竞争不断加剧，市场交易额大幅增加、佣金率进一

步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市场代理证券总额 204.73 亿元，增加 55%，

经纪业务平均佣金率低于万分之五，下降 17%。公司经纪业务 2014

年实现收入 374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2%。其中代买卖证券业务

实现收入 3,34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5%。公司申报新设 20 家营

业部已获批准，已进入实质性筹建阶段。融资类业务快速扩张，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全行业融资规模已过万亿，融资融券、约定购

回、股票质押式回购三项信用类业务合计到期余额 13613 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加 2.02 倍，信用类利息收入大幅增加，但同时融资类风险

也在不断积聚。公司 2014 年 6 月底取得董事会授权从事融资融券和

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信用交易。8 月底开始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截至 12 月底融出资金 1.4 亿元。融资融券业务于 12 月正式开展，截

至 12 月底融出资金 2,244 万元。信用交易业务实现收入 401 万元。 

2.资产管理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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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行业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迅速，资产管理业务规模进一步增

大，截止 2014 年底，总规模超过 8 万亿元，净收入增幅达到 77%。

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 8 月下旬通过了上海证监局的现场检查，9月取

得许可证，于 10 月正式开展业务。2014 年发行了 3只定向资产管理

产品，资产管理规模 23.6 亿元。2014 年实现收入 689 万元。 

3.投资银行业务分析 

投行业务市场化压力加剧，财务顾问业务自 2012 年以来逐年增

加，截至 2014 年底，净收入 69 亿元，增幅达 54%，含并购重组财务

顾问业务净收入 20 亿元。公司投资银行业务 2014 年实现收入 111 万

元。公司筹备组建保荐业务团队，计划于 2015 年申请保荐业务资格，

开拓内、外部市场，全方位开展投资银行业务。 

4.自营业务分析 

2014 年债券市场欣欣向荣，股票二级市场走势自下半年以来亦

呈现上扬行情，证券投资收入成为大部分证券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公司固定收益类自营业务实现 2,638 万元收入，弥补权益类自营亏损

后盈余 525 万元，占总收入比 21%。公司权益类自营业务近年来处于

亏损状态，2014 年 4 月新老股东更迭时，公司权益类自营业务仍有

2413 万的亏损。2014 年，固定收益团队在有限的自有资金额度内，

通过有效的风险控制与较为精准的市场研判，实现了可观的收益。 

九、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结论和审计机构意见 

（一）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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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按

照国务院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的要求，建立了符合上述要求和适应自身发展的有效内部控制

制度，内控体系整体上较为健全、合理，覆盖了公司业务活动和内部

管理的环节，能较为有效的建立、完善、贯彻和实施，对控制和防范

证券经营管理风险和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和保障作用，在所有方面不存在重大内部控制风险，但存在一些待改

进的薄弱环节。公司将全面加强业务的内部控制管理，保障证券自营

权益类业务的合规、稳健运行。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长期持续提升的过程，公司将根

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不断予以修订、改进和完善，以保障公司的规范和稳健运行。 

（二）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意见 

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5 年 月对公司

内部控制情况出具了《内部控制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5]第

40030013 号），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方面保持了按照财务部颁布的《内部会计

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证

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相关规范标准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

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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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一）薪酬制度和决策程序 

公司已经制定了《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独立董事的薪酬由股东会决定，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董事会决定。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批准了《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批准了《关于 2014 年董事长薪酬支付安排的议案》；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支

付安排的议案》。 

（二）年度薪酬总额及分布情况： 

职务 年度实际发放薪酬（元） 

1.董事 934,460 

其中：独立董事 237,000 

2.监事 202,674 

3.高管 1,570,054.43 

实际领取薪酬合计 2,707,188.43 

（三）薪酬延期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4 年度的绩效年薪将根据有关规定，

2014 年度发放 60%，剩余 40%在后续三年等额延期支付。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现金薪酬发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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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一）投资者权益保护 

公司通过完善制度流程，升级系统软件，将客户适当性管理、投

资者教育落实到各个业务环节；及时组织内部培训，提高员工服务素

养；在官方网站、营业部现场均设立投资者教育园地，张贴/发布各

类投资者权益保护相关资料；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促

进公司与员工、客户三者间的沟通与交流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客户服

务能力，提升客户满意度，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共联络客户 11900 人；举

办投资者教育专场讲座 4 次，参与客户 39 人；全年共举行 315 投资

者权益保护活动 1次，“我是股东”投教宣传活动 3次，退市板投教

活动 1次，港股通投教活动 2 次，打非宣传活动 1 次，反洗钱宣传活

动 1 次。 

（二）社会公益活动 

公司积极承担着企业社会责任，践行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在志愿

者工作、无偿献血等方面付出了积极的行动。报告期内，公司共有 8

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十二、公司审计报告正文及财务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