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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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定代表人、总裁 

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卫东 

公司总裁：宋卫东 

（三）注册资本和各单项业务资格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280,000,000.00 元 

公司单项业务资格：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代销金融

产品，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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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59 号 30 层 

    邮政编码 ：200127 

互联网网址 ：http://www.huajinsc.cn 

电子信箱 ：hjzcb@huajins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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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总数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及航天科工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所持公司股权已全部转让给公司股东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不再列为公司股东。同时，公司股东上海裕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将所持公司 1%股权协议转让给广州市德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广州市德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为公司股东。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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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6,068,000 77.04% 

2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 15.63% 

3 上海裕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1,072,000 3.99% 

4 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8,860,000 2.25% 

5 广州市德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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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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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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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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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20日，上海证监局印发《关于核准华金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股东的批复》（沪证监许可[2015]25号），

同意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让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所持公

司10.937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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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3日，上海证监局印发《关于核准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批复》（沪证监许可[2015]28号），同意

公司住所由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430号变更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

路759号30层。 

2015年8月5日，上海证监局印发《关于核准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股东的批复》（沪证监许可[2015]97号），同

意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让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所持公司

10.9375%股权。 

2015年11月24日，经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广

州市德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上海裕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所持公司1%股权，成为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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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组织结构 

 

五、公司营业部分布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设有营业部 23 家，其中上海 4 家，北京

2家，珠海 2家，广州、深圳、南昌、成都、长沙、武汉、沈阳、大

连、包头、杭州、济南、西安、昆明、天津、衢州各 1家。报告期内

各营业部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所在省份 营业部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1 

上海 

上海宁夏路营业部 
上海市普陀区宁

夏路360号1-2层 
021-62236086 

2 上海怒江北路营业部 
普陀区怒江北路

399 号 2 楼 C 座 
021-528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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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纪翟路营业部 
闵行区纪翟路 61

号 2 楼 
021-62218911 

4 上海樱花路营业部 
浦东新区樱花路

818 号 1 楼 
021-58989208 

5 

北京 

北京呼家楼营业部 

朝阳区东三环北

路 38 号院 1号楼

101 内 3 室、9层

1001 内 19 室 

010-85879638 

6 北京万柳中路营业部 

海淀区万柳中路

35 号蜂鸟社区商

业楼 2层 

010-82871515 

7 湖北 武汉建设大道营业部 

武汉市江岸区建

设大道 971 号新

光大厦 13 层

1301-1305 室 

027-82359602 

8 

辽宁 

沈阳昆山西路营业部 

皇姑区昆山西路

89 号甲中海广场

A2 座 1705 

024-86747822 

9 大连长江路营业部 
西岗区长江路539

号 10 层 5 号 
0411-39053767 

10 山东 济南解放路营业部 

历下区解放路159

号山东金融超市

605、606-1 室 

0531-88255178 

11 浙江 衢州新安路营业部 新安路 132 号 0570-8882200 

12 
 

广州黄埔大道西路营

业部 

天河区黄埔大道

西路 76 号 2612、

2613 房 

020-38106379 

13 

 

珠海华发商都营业部 

珠海大道 8号华

发商都 3#楼 1 层

C1013b、C1013c

号商铺 

0756-8335921 

广东 

 
 
     

14 
 

珠海横琴营业部 

横琴金融产业服

务基地 13 号楼 A

区 B1-B5 

0756-2992771 

15 广东 深圳南园路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南

园街道南园 68 上

步大厦 2楼 201、

202 

0755-83666068 

16 陕西 西安曲江路营业部 

曲江新区芙蓉东

路 3号中海大厦 7

层 02 单元 

029-89310668 

17 浙江 杭州古墩路营业部 
杭州市西湖区古

墩路 523 号 
0571-8106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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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江西 南昌广场南路营业部 

西湖区广场南路

205号恒茂国际华

城 16 栋 A 座 501

室 

0791-86665817 

19 内蒙古 包头文化路营业部 

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青山区文化

路 77 号小尾羊大

厦 12 层 

0472-3351315 

20 天津市 天津南京路营业部 

天津市市辖区和

平区南京路 183

号世纪都会商厦

22 层 2201 

022-59263337 

21 湖南 长沙八一路营业部 

长沙市芙蓉区八

一中路 383 号（原

407 号）湖南信息

大厦1楼104房及

B层西南角 

0731-85558771 

22 四川 成都东大街营业部 

成都市锦江区东

大街紫东楼段 11

号 20 层 12/13 号 

028-84421860 

23 云南 昆明北京路营业部 

云南省昆明市盘

龙区北京路 898

号昆明颐高数码

中心（二期）综合

楼 B座 13 层 13I、

13J 号 

0871-65667860 

注：2015 年 12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关于核准华金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 11 家证券分支机构的批复》，核准公司在辽宁省沈阳市设立

一家分公司，在上海市、江苏省南京市、浙江省桐乡市、安徽省合肥市、山东省

青岛市、吉林省长春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福建省厦门市、贵州省贵阳市及河

南省郑州市各设立 1家证券营业部。上述分公司及营业部目前正在积极筹建中。 

六、公司员工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未设立子公司，公司在职员工合计 396 人，

人员分布和教育程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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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类型 员工人数 比例（%） 

专业结构 

证券经纪 188 47.47 

固定收益 15 3.79 

投资银行 41 10.35 

资产管理 21 5.30 

证券投资 5 1.26 

研究部门 15 3.79 

财务人员 19 4.80 

信息技术 18 4.55 

行政及其他 74 18.69 

合计 396 100 

教育程度 

博士研究生 8 2.02 

硕士研究生 112 28.28 

大学本科 241 60.86 

大学专科及以下 35 8.84 

合计 3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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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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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扩大资本规模，推

进业务发展，公司 2015 年下半年启动增资扩股计划，向原股东增资，

新增注册资本 11.75 亿元，使净资产达到 30 亿元。2015 年 12 月份，

公司向上海证监局递交了增资扩股材料。此外，2015 年 8 月份，公

司获得了兴业银行 4亿元的授信额度，实现了银行授信零的突破，之

后上海银行、江南银行等银行也先后为公司提供了授信额度，银行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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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预示着外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公司一贯重视流动性的管

理，着重强调资金管理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在经营战略上注

重资产、负债的规模与结构管理。公司资产质量优良，各项业务发展

良好，从根本上保障了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在实务中，公司对各业务

条线划定了规模限额和风险限额，对净资本和风险控制指标实行动态

监控，确保符合流动性监管指标。 

八、公司经营情况及所处的市场地位 

从行业收入结构来看，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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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主营业务净收入36,685.83万元，母公司营

业收入实现36,691.08万元。 

2015年母公司实现主营业务净收入36,691.08万元，同比增长

273.08%。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18,893.10万元，同比增长

412.87%；利息净收入3,377.16万元，同比下降11.67%；投资收益

13,820.89万元，同比增长522.2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553.51万元，

同比增长435.14%。按业务性质分类，2015年度经纪业务净收入

7,080.67万元，同比增长135.29%，其中传统代理买卖证券经纪业务

净收入5,819.45万元，同比增长94.07%，融资融券等信用交易经纪业

务净收入952.09万元，同比增长10076.76%；投资银行业务净收入

6,344.88万元，同比增长5592.14%；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5,167.56

万元，同比增长650.33%；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300万元；自有资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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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净收入1,073.25万元，同比减少67.01%；证券投资业务净收入

14,374.41万元，同比增长618.36%。 

母公司各项业务收入情况分析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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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沪深两市总成交额合计 255.05 万亿元，较 2014 年

增长 242.85%。根据证券业协会的初步统计，2015 年证券行业平均净

佣金率为万分之 5.56，同比下降近 2个万分点。 

公司的经纪业务收入主要包含代理买卖证券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基金席位租赁收入等。公司经纪业务 2015 年实现净收入 7,080.67 万

元，比上年增长 135.29%。其中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 6,771.54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5.12%。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 2015 年的市场行情和公司营业网点的扩张。公

司本年新设 19 家营业部,网点分布全国 18 个城市，正在迅速成为公

司登陆全国各地市场的触角和桥头堡；年末已启动上海中心等 10 家

新设营业部以及辽宁分公司的筹建工作。公司 2015 年交易单元席位

租赁实现净收入 304.41 万元，比上年增长 23161.12%。 

（二）资产管理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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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截止 2015 年底，受托资金总规模已达 11.88 万亿元。2015 年证券公

司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 274.88 亿元，较 2014 年增加 150.53 亿元，

增幅为 121.05%。对证券公司营业收入贡献 4.78%，与 2014 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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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5年资产管理业务全面、快速发展，实现净收入5,167.5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50.33%。从收入结构上看，定向资产管理业

务净收入539.37万元，占比10.44%；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128.19

万元，占比2.48%；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4,500万元，占比87.08%。

公司在资产证券化和主动型管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完成首单公募-

华发物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首单私募-瑞丰 3 号润兴租赁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的发行工作，其中华发物业资产证券化项目是业内第三单物

业收费权资产证券化产品，在业内收获良好口碑、形成示范效应。 

（三） 投资银行业务分析 

投行业务市场化压力加剧，根据证券业协会的初步统计，2015

年证券公司投行业务净收入为 531.63亿元，较 2014年增长 71.75%。

其中，承销、保荐、财务顾问净收入分别为 372.03 亿元、21.49 亿

元、137.9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6.73%、25.98%、99.35%。 

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包括 IPO、再融资业务、财务顾问及并购

重组、新三板、债券分销及承销业务收入。2015 年公司投资银行业

务实现净收入 6,344.88 万元，较 2014 年增加 6,233.41 万元，增长

5592.14%。其中承销业务净收入4,854.88万元，比上年增长4255.43%；

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 1,490 万元。公司本年取得保荐和新三板挂牌业

务资格，并在上市公司再融资业务、新三板挂牌项目上实现零的突破，

其中新三板挂牌业务发展势头良好，年内签约及立项项目累计达到

21 个，实现了投行业务的全方位开展。 

 



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公开披露信息 

13 
 

（四）证券投资业务分析 

2015 年股票二级市场跌宕起伏、波动较大，上证综指和深证综

指最高振幅分别达 71.95%和 81.27%；债券市场欣欣向荣，“债牛”格

局持续显现，证券投资收入成为大部分证券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公司的投资业务主要包括固定收益类自营、权益类自营以及国债

期货等衍生品业务。公司 2015 年证券投资业务实现收入 14,374.41

万元，比上年增长 618.36%。其中固定收益类业务实现收入 13,749.1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9.35%，股票、基金等权益类自营业务实现

收入501.02万元，自有资金参与集合理财计划实现收入423.45万元，

国债期货业务实现收入-299.18 万元。公司组建了新三板做市业务团

队，制定相关业务制度和流程，年内已立项 8个做市项目。 

（五）融资类业务分析 

行业融资类业务稳步增长，截止 2015 年末，共有 91家证券公司

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全年利息及佣金收入合计 1,576.36 亿元，在营

业收入中占比达到 27.41%。 

公司的融资业务利息收入包含融资融券利息收入、股票质押式回

购利息收入、债券质押式回购及债券买断式回购利息收入。2015 年

公司实现融资业务利息收入 3040.67 万元。其中融资融券业务发展迅

猛，截至 12 月底，融资融券业务规模 31,961.93 万元，比上年末增

长 1324.48%，实现利息收入 1,968.8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9974.36%；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规模略有收缩，截止 2015 年 12 月底，融出资金

13,000 万元，比上年末下降 7.14%，实现利息收入 1,026.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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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 105.97%；债券质押式回购利息收入 13.92 万元，债券买

断式回购利息收入 31.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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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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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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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内部会计控

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及相关具体规范的控制标准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二）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意见 

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6年 4月 7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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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40030016 号），报告认为：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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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方面保持了按照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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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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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报酬分别由董事会、监事会制订，报股东会审议

决定；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由董事会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管理制度》审议决定。 

（二）年度薪酬总额及分布情况： 

职务 报告期内计提的薪酬

（元） 

年度实际发放薪酬

（元） 

1.董事 2,796,323.98 1404123.98 

其中：独立董事 280,363.98 280363.98 

2.监事 476,130.00 268360.00 

3.高管 7,321,419.54 3243019.54 

合计 10,593,873.52 4915503.52 

（三）薪酬延期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5 年度的绩效年薪将根据有关规定，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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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修订各个业务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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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组织员工内部培训，在公司官

网、网上交易客户端、营业部投教园地张贴、发布各类投资者权益保

护相关资料，并且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投教讲座，促进公司与员工、客

户三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进一步提升客户满意度。 

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新开客户回访 3733次，存量客户经纪人

挂接回访1714次，公司针对产品、业务开展的投资者教育活动，包括

融资融券、个股期权、港股通、股票质押回购交易、新三板等业务，

共举办活动场次153场，受众人数2787；针对监管部门组织的其他活

动如打非宣传活动、315投资者权益保护活动、124法制宣传日等活动，

共举办活动场次48场，受众客户人数合计2790；为配合监管部门开展

投教活动，我司印制“打非”海报、“打非”易拉宝、其他业务活动

的宣传折页等，合计5000余份，同时，还在网上交易客户端、官网、

官微等渠道及时发布“打非”等投资者教育信息，其中官网发布45

篇、官微12篇、网上交易客户端（含手机）10篇。 

    此外，公司高度重视社会责任的落地实施，报告期内，公司经纪

业务总部信用交易部获评上海浦东新区国资委系统巾帼文明岗创建

称号，公司认养了世纪公园树林，组织了重阳节慰问陆家嘴敬老院的

活动，并在元旦春节期间看望和慰问了退休和困难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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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司审计报告正文及财务报表 

一、公司 2015 年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附后） 

二、财务报表（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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