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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一）公司名称 

公司全称：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UAJIN SECURITIES CO.,LTD. 

名称缩写：华金证券（HUAJIN SECURITIES） 

（二）法定代表人和总裁 

法定代表人和总裁：燕文波 

（三）注册资本和各单项业务资格 

注册资本：人民币3,450,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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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及地址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128号19层1902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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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公司共有 8名股东。 

（二）持股前 5名的股东名称、持股比例 

mailto:hjzcb@huajins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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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注：公司股东华发投控和华金资本为关联企业；广州市德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和广东丹尼客鞋业皮具股份有限公司为关联企业。 

 

三、历史沿革 

公司原名为上海久联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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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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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公司更名为航天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 1月 6日，公司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2亿元增加至 6亿

元。 

2010年 1月 29日，公司更名为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 1月 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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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7%股权，成为公

司新的控股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

结数量 

珠海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25,865,580 79.01% 0 

上海裕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11,462,322 9.03% 0 

广州市德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674,135 4.63% 0 

西上海（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2.90% 0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1.45% 0 

广东丹尼客鞋业皮具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1.45% 25,000,000 

岭南金控三期（深圳）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50,000,000 1.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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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1月 25日，公司更名为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2月 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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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月 2日，公司注册资本由 12.8亿元增加至 24.55亿

元。 

2016年 11月 24日，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

次股东大会召开，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16年 12月 27日，公司完成股份制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正式更名为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32亿元

人民币。 

2017年 12月 27日，公司注册资本由 32亿元增加至 34.5亿

元。 

2021年 2月 23日，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华金证

券全部股份 2,725,865,580股，占总股份数 79.01%,无偿划转给珠

海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公司的组织机构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共设有业务与综合管理部门 53个、

子公司 1个、分公司 13个、营业部 33家，组织架构图如下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13家分公司基本信息见下表： 

分公司 地址 设立时间 
负责

人 
联系方式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08号17楼华金证券 2017年1月25日 郭海 010-85552555 

北京第二分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7号璞邸酒店8层 2014年12月5日 李然 010-65924123 

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59号第2层02单元 2014年11月24日 高飞 18616058888 

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4705室 2017年7月28日 殷翔 020-89289516 

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赞成中心西楼1209、1210室 2017年6月20日 吴笑尘 0573-80888901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三路88号财富大厦42B、42C-1 2015年6月11日 张涛 0755-83666018 

河南分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内环路16号17层 2016年2月3日 何汉 1325358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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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分公司 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89号甲中海广场A2座1705 2014年12月8日 李龙臣 024-86747820 

山东分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159号5号楼605、606-1室 2015年1月4日 段明哲 0531-88255178 

山西分公司 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南中环路529号D座7层0710号 2017年8月11日 雷凤鸣 0351-8066527 

新疆分公司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红山路16号时代广场D座13D、E、F号房 2017年8月7日 郭蕾 0991-3015111 

湖北分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中央商务区淮海路6号华发中城·国际中心29层02号 2015年3月19日 黄欢杰 15872432820 

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88号30层3-1单元 2017年8月10日 王麒 023-89698991 

 

公司组织构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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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子公司基本信息见下表： 

 

五、公司证券营业部的数量和分布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共设立 33家证券营业部，分别位

于上海、北京、浙江、云南、天津、四川、陕西、山东、内蒙古自治

区、辽宁、江西、江苏、吉林、湖南、河北、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

福建、安徽。 

 

六、公司员工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在职员工 1077 人（含控股子公司）。人员

专业结构分布及教育程度见下表： 

人员类型 员工人数 比例（%） 

专业结构 

证券经纪 487 45.2% 

投资银行 191 17.7% 

资产管理 77 7.1% 

固定收益 37 3.4% 

子公司 12 1.1% 

研究部门 41 3.9% 

经营管理层 20 1.9% 

财务人员 24 2.2% 

信息技术 59 5.5% 

行政及其他 129 11.9% 

合计 1077 100% 

教育程度 

博士研究生 15 1.4% 

硕士研究生 437 40.6% 

大学本科 541 50.2% 

大学专科及以下 84 7.8% 

合计 1077 100% 

 

子公司名称 类型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 

华金大道投资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19年7月1日 5亿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59号2层04B单元 

法定代表人：宋卫东，联系电话：021-2065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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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资产负债、投融资状况及流动性等分析 

截止 2021 年末，公司合并口径总资产 119.14 亿元，同比减少

2.54%，股东权益 42.00 亿元，同比减少 0.10%，负债总额 77.14 亿

元，同比减少 3.81%。 

截止 2021 年末，公司合并口径交易性金融资产 52.89 亿元，同

比减少 18.22%，融出资金 23.47 亿元，同比增加 19.01%，应付债券

33.07 亿元，同比增加 30.28%。合并口径自有资产负债率 58.61%，

同比有所下降。大部分资产变现能力较强，资产流动性较强，资产结

构合理。 

公司坚持合规经营、规范发展，一直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和社会

声誉。报告期内，公司与国内多家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并保持着

全面良好的合作关系，获得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人民币 126.00亿元并

持续拓展中，可满足公司短、中、长期的资金需求，具备较强的融资

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无股权融资，债务融资渠道除证券公司次级债

券、公募公司债券、收益凭证、转融资借款等之外，还积极尝试推动

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借入次级债务等融资方式，持续丰富公司的融

资品种，增强融资能力，提高公司对流动性风险的应对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运用法人账户透支、同业拆借、债券回购、

转融资借款、收益凭证等渠道满足自身中短期的资金周转需求，公司

中短期融资期末余额为31.27亿元，其中收益凭证余额为4.40亿元，

转融资借款余额1.50亿元，债券回购余额为15.15亿元，1年内到期的

债券10.21亿元；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发行7.60亿元公开公司债券，

有效补充长期运营资金，公司长期融资期末余额为22.86亿元。长短

期结合的负债方式，使得公司负债结构合理，保障公司各项业务平稳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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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贯重视流动性的管理，始终坚持“安全性、流动性、效益

性”相统一的管理原则，保证在不影响日常经营或财务状况的前提下

实现流动性的最优化和资金成本的最小化，通过资产负债结构、期限

的匹配与管理，以及应付突发事件的流动性合理调配来实现有效管

理。公司实行流动性集中管理模式，通过不断完善流动性管理机制，

加强对资金计划、结算和支付系统的管理，动态监测流动性状况并及

时安排资金头寸，建立健全流动性应急机制，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有

效防范流动性风险。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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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司经营情况及所处市场地位 

2021年，证券市场 A股成交额同比增长 24.82%,券商行业整体形

势持续向好。与此同时，证券行业内部竞争日益激烈，中小券商生存

和发展的压力持续加大。  

2021 年公司业务进一步深化转型,各项基础持续增厚,业务创新

逐步落地。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9亿元，实现净利润 0.14

亿元。期末公司总资产 119.14亿元，净资产 42.00亿元。 

（一）投资银行业务 

投行股权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债券业务项目质量持续提升，全年

实现业务净收入 2.66 亿元。股权业务承销规模为 36.67 亿，同比增

长 84.37%。2021 年公司落地首单北交所 IPO 项目，项目储备数量继

续扩大。债券业务方面，高评级债券业务占比提升，获得证券业协会

债券执业能力 A 类评价，公司债券团队荣获 2021 年中国“交易所债

券融资团队君鼎奖”。 

（二）资产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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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业务深化主动管理转型，可转债及公募 REITs特色初显，全

年实现业务管理费净收入 6464.82 万元，同比增长 36.00%。公司积

极压缩通道业务规模，发力主动管理产品，主动管理占比从 70%提升

至 78%。渠道开拓工作卓有成效，全年完成大连银行、红塔银行等 5

家城农商行，以及唐鼎耀华、陆享基金等 11 家三方代销渠道准入。

可转债及公募 REITs 资管产品获突破，年末规模均超过 14 亿，可转

债产品收益率跻身第一梯队；公募 REITs资管产品建立战略配售、网

下网上认购以及二级投资全链条，产品业绩表现优异。 

（三）经纪业务 

经纪业务确立了“打造 ETF特色财富管理业务体系”的发展方向，

明确了特色化发展路径，各项业务基础持续增厚。股基交易量超 3000

亿，同比增长 15.17%；日均保证金余额 16.34亿，同比增长 17.47%。

全年实现手续费净收入 1.08亿元，同比增长 42.27%。公司积极调整

产品销售结构，聚焦公募、私募、信托等创收类产品销售，席位及产

品销售收入大幅提升。公司两融业务规模大幅提升，期末融资融券余

额 23.11亿元，较 2020年提升 3.7亿，实现息费总收入 1.23亿元，

同比增长 10.69%。 

（四）投资业务 

公司固收团队不断完善投研及风控体系，积极开拓创新品种投资

研究。权益团队各项投资业务实现平稳开局，有序开展打新、定增项

目投资及基金组合投资等业务。报告期内，母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2.90 

亿元，期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4773.39 万元。子公司华金大道股

权项目储备丰富，完成 1单 PRE-IPO项目投资，实现营业收入 2599.68

万元。 

（五）研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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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公募基金客户，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

截止 2021年末，公司累计开拓公募基金席位超过 30家，凭借优质的

研究服务，公募佣金收入实现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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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公司在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

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公司

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在附件中披露。 

（二）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意见 

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内部控制进

行了专项审计，出具的审计意见如下：根据对内部控制的了解、评价

和测试，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没有注意到贵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31日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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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和《华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福利管理办法》, 并于 2021 年根据公司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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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薪酬战略及定位进行了修订，以促进战略目标的实现和企业持续发

展。 

公司董事、监事报酬标准参照金融行业同类公司标准及公司实际

情况确定，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按照公司薪酬制度及福利管理办法确

定；公司根据相关制度或董事会决议对高级管理人员固定薪酬部分进

行规范，其基本工资依据岗位和市场水平确定，年度绩效奖金根据当

年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及公司整体业绩情况确定。 

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工资根据岗位职务、市场水平等因素在公司

薪酬体系内核定并报公司董事会审议确定，年度绩效奖金由公司薪酬

与绩效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定，并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二）年度薪酬总额及分布情况 

报告期内任职的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领取的薪酬总

额为2,252.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职务 报告期内计提的薪酬（元） 
年度实际发放的薪酬

（元） 

1.董事 6,966,360.00 5,488,658.74 

其中：独立董事 400,000.00 400,000.00 

2.监事 859,660.00 989,660.00 

3.高管 17,578,530.86 16,049,087.20 

合计 25,404,550.86 22,527,405.94 

（三）薪酬延期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工资按月进行支付，绩效部分严格按照

《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的相关要求进行延期支付，绩效薪酬当年发放

应发放额的 60%，剩余 40%按三年平均进行延期发放。目前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无额外其他非现金性薪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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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体现国企担当，全面践行各项社会责任。 

员工关怀方面。公司上线员工心理关爱计划“金心呵护”，帮助

员工解决初期的心理及行为问题，改善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开启“员

工周年管理”计划，提升员工满意度，增强企业归属感。为员工配置

补充医疗保险、团体意外险保险、互助医疗等商业保险，给予员工更

全面保障。及时应对新冠疫情，为所有员工配足医用口罩、护目镜、

洗手液、消毒水等防疫用品，并为武汉员工送去专项慰问物资；优化

体检项目，增设基因检测，举办体检报告解读及医疗专题讲座；倡导

孝老爱亲，春节前夕向员工父母寄送感谢信及慰问金；举办“三八节”

系列活动，完善“妈咪小屋”，悉心关怀哺乳期女员工；扶弱济困，

及时为困难员工“送温暖”，做好婚、育、病、丧等常规慰问及退役

军人专项慰问；支持各条线结合业务特点分别举办立功竞赛活动。 

民主管理方面。规范签署集体合同，鼓励建言献策“金点子”，

维护职工参与公司民主管理的权利，保障职工董事、监事履行职责，

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制度须经职工代表审议通过方可实施。实行民主

管理。维护职工参与公司民主管理的权利，保障职工董事、监事履行

职责，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制度须经职工代表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奉献社会方面。巩固“一司一县”结对帮扶成果，接续推进乡村

振兴新发展，加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起的“证券行业促进乡村振兴公

益行动”，全年投入帮扶资金344.4万元（捐赠资金143.8万元、消费

采购200.6万元），在八个结对贫困县开展智力、公益、产业、消费

等一系列帮扶活动。 

继续做好智力帮扶，携手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首度以线上和线下

结合的方式，成功举办“华金证券‘智荟帮扶’乡村振兴和金融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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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班（第五期）”，虽线下活动受到疫情影响，但线上直播的效果

超过预期，本期研修班的参与地区和听课学员数量均为历年最高。 

继续做好公益帮扶，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珠海华发公益基金会，

在黑龙江林甸续捐高中自强班，在广西巴马捐助交乐小学午睡床并资

助巴马高中自强班毕业生，在云南勐腊捐助薄弱学校教学设备和体育

用品，在安徽萧县捐助应急救援物资和老兵免费体检。 

继续做好产业帮扶，在贵州黔西捐建电商大数据平台项目和中建

乡羊肚菌种植项目，在黑龙江林甸捐建宏伟乡木耳种植项目，帮助当

地农户增强“造血”能力。 

继续做好消费帮扶，从贵州黔西、黑龙江林甸、广西巴马、云南

勐腊、安徽砀山和萧县等结对地区以及山西隰县，大批采购优质农特

产品。 

此外，积极组队参加中国证券业协会主办的“善行者”公益徒步

活动并取得历年最好成绩，录用六名新疆籍少数民族应届毕业生到上

海工作，连续第七年在上海世纪公园认养“华金证券之林”和“奋斗

者之林”。 

 

十二、公司审计报告正文及财务报表 

    一、 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经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附后）。 

二、财务报告（附后）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公开披露信息（4.21）-2 - 清洁(1)
	附件3：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审计报告 - 副本-无附注（签字用印）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历史沿革
	(二) 注册信息
	(三) 公司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四) 组织架构
	(五) 财务报表的批准报出

	二、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三、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一)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二) 持续经营

	四、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一)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二) 会计期间
	(三) 营业周期
	(四) 记账本位币
	(五) 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1． 分步实现企业合并过程中的各项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将多次交易事项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2．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3．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4． 为合并发生的相关费用

	(六)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1． 合并范围
	2． 合并程序

	(七) 合营安排分类及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1． 合营安排的分类
	2． 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八)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九) 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1． 外币业务
	2． 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

	(十) 金融工具
	(十一)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十二) 买入返售及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十三) 融资融券业务核算
	(十四) 转融通业务核算
	(十五) 证券承销业务的核算
	(十六)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十七) 长期股权投资
	1． 投资成本的确定
	2． 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
	3．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1） 公允价值计量转权益法核算
	（2） 公允价值计量或权益法核算转成本法核算
	（3） 权益法核算转公允价值计量
	（4） 成本法转权益法
	（5） 成本法转公允价值计量

	4． 购买少数股东权益
	5． 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6．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
	7． 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十八)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2． 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3． 固定资产后续计量及处置
	（1） 固定资产折旧
	（2） 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3）     其他说明


	(十九) 在建工程
	(二十) 使用权资产
	(二十一) 无形资产
	(二十二) 长期待摊费用
	(二十三) 长期资产减值
	(二十四) 职工薪酬
	1． 短期薪酬
	2． 离职后福利
	3． 辞退福利
	4．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二十五) 预计负债
	1． 预计负债的确认标准
	2． 预计负债的计量方法

	(二十六) 一般风险准备
	(二十七) 交易风险准备
	(二十八) 收入
	(二十九) 政府补助
	1． 类型
	2． 政府补助的确认
	3． 会计处理方法

	(三十) 合同负债
	(三十一)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三十二) 租赁
	1. 租赁合同的分拆
	2. 租赁合同的合并
	3.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的会计处理
	4.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三十三)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1． 会计政策变更
	2． 会计估计变更
	3． 重要前期差错更正


	五、 税项
	(一) 公司主要税种和税率
	(二) 其他说明

	六、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注释1． 货币资金
	注释2． 结算备付金
	注释3． 融出资金
	注释4． 衍生金融工具
	注释5． 存出保证金
	注释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注释7． 应收款项
	注释8． 交易性金融资产
	注释9． 固定资产原值及累计折旧
	1． 固定资产情况
	2． 期末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
	3． 期末通过融资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
	4． 通过经营租赁租出的固定资产
	5． 期末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

	注释10． 使用权资产
	注释11． 无形资产
	1． 无形资产情况

	注释12．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注释13． 其他资产
	注释14． 应付短期融资款
	注释15． 拆入资金
	注释16． 交易性金融负债
	注释1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注释18． 代理买卖证券款
	注释19． 应付职工薪酬
	注释20． 应交税费
	注释21． 应付款项
	1． 账龄超过一年的重要应付账款
	2． 应付账款的说明

	注释22． 合同负债
	注释23． 应付债券
	注释24． 递延收益
	注释25． 租赁负债
	注释26． 其他负债
	1． 账龄超过一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注释27． 股本
	注释28． 资本公积
	注释29． 盈余公积
	注释30． 一般风险准备
	注释31． 未分配利润
	注释32．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注释33． 利息净收入
	注释34． 投资收益
	注释3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注释36． 资产处置收益
	注释37． 其他收益
	1． 其他收益明细情况
	2． 政府补助明细情况

	注释38． 税金及附加
	注释39． 业务管理费用
	注释40． 信用减值损失
	注释41． 营业外收入
	注释42． 营业外支出
	注释43． 所得税费用
	1． 所得税费用表
	2． 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注释44． 现金流量表附注
	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释45．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注释46． 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
	注释47． 外币货币性项目

	七、 合并范围的变更
	八、 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
	九、 公允价值
	十、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 本公司的母公司情况
	(二) 本公司的其他重大关联方情况
	(三) 关联方交易情况
	(四) 关联担保情况
	(五) 关联交易余额

	十一、 承诺及或有事项
	（一） 重大承诺事项
	（二） 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或有事项

	十二、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三、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十四、 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注释1． 交易性金融资产
	注释2．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注释3． 利息净收入
	注释4． 投资收益
	注释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注释6． 业务管理费用
	1*本期发生的租赁费为短期租赁及低价值租赁。
	注释7．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折算汇率
	折算汇率
	人民币金额
	原币金额
	人民币金额
	原币金额
	折算汇率
	折算汇率
	人民币金额
	原币金额
	人民币金额
	原币金额
	审计报告
	1
	2-3
	4
	5
	6-7
	8-9
	10.1
	12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