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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549        证券简称：兴润金控        主办券商：国泰君安 

 

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

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如当期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公司应增加提示：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孙刚 

电话:0427-6688888 

电子信箱:13614276777@163.com  

办公地址:盘锦市兴隆台区泰山路霞光府三期 S2101号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6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585,676,200.23 525,362,832.39 11.4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8,159,253.87 387,595,184.19 2.73% 

营业收入 80,035,743.34 60,420,950.16 32.4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75,663.63 36,314,386.74 17.2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016,792.38 31,877,429.49 31.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833,744.27 45,578,658.8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计算） 
10.41% 1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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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0.28% 9.4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1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22 1.18 3.39%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 - 311,462,215 95.0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董事、监事、高管 - - 5,412,595 1.65% 

      核心员工 - - - -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27,700,000 100.00% 16,237,785 4.9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董事、监事、高管 20,250,380 6.18% 16,237,785 4.96%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327,700,000 - 327,700,000 - 

股东总数 62 

注：“核心员工”按《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界定；“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包括挂牌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同时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

除外）。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姓名 

股东 

性质 

期初 

持股数 

期内 

增减 

期末 

持股数 

期末持股

比例 

限售股份

数 

无限售股份

数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 

1 

辽宁中润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528,212 - 30,528,212 9.32% - 30,528,212 0 

2 

盘锦凯润

置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528,212 - 30,528,212 9.32% - 30,528,212 0 

3 

辽宁盘山

新城热力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352,141 - 20,352,141 6.20% - 20,352,141 0 

4 

盘锦金信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352,141 - 20,352,141 6.20% - 20,352,141 0 

5 

盘锦现代

电梯销售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352,141 - 20,352,141 6.20% - 20,352,141 0 

6 

盘锦润泰

商贸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8,804 17,990,000 18,498,804 5.65% - 18,498,804 0 

7 

辽宁事事

灵物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264,106 - 15,264,106 4.66% - 15,264,106 0 

8 马力强 
境内自然

人 
11,600,720 1,400,000 13,000,720 3.97% 9,750,540 3,250,1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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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宝宏 
境内自然

人 
12,821,849 - 12,821,849 3.91% - 12,821,849 0 

10 

盘锦龙德

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176,071 - 10,176,071 3.11% - 10,176,071 0 

11 

盘锦证盈

物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176,071 - 10,176,071 3.11% - 10,176,071 0 

12 

辽宁天龙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176,071 - 10,176,071 3.11% - 10,176,071 0 

13 

盘锦温暖

煤炭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176,071 - 10,176,071 3.11% - 10,176,071 0 

合计 203,012,610 19,390,000 222,402,610 67.87% 9,750,540 212,652,070 0 

注：“股东性质”包括国家、国有法人、境内非国有法人、境内自然人、境外法人、境外自

然人等。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回顾过去一年金融环境整体萎缩，监管层“一刀切式”的暂停类金融企业挂牌新三板，已挂牌

的类金融企业在定增融资上仍在等待监管层放行的信号，各大国有股份制银行对担保行业审慎合

作。在诸多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兴润金控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决策下，在公司管理层精心运

筹和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紧紧围绕业务经营目标，坚持依法合规审慎经营，严控风险，积极

完成了董事会制定的全年工作任务。 

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2.46%；利润总额 6,144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13.11%；净利润 4,59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24%；企业所得税 1,547万，较上年同

期增长 26.39%。2016年经营指标总体上平稳增长，在经济下滑趋势的大环境下依然保持了适当增

长率，符合公司发展目标。 

2016 年公司将子公司盘锦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3亿元，并且取

得国家工商总局名称核准通知，变更公司名称为“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拓展省外市

场业务奠定基础。一年来兴润金控在天津、浙江两地进行战略布局，成立兴润（天津）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收购湖州丰立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公司通过在天津保税区和百强县的优势经济区

域的综合业务布局，逐步开展业务并融入当地市场，丰富和拉长了公司的金融服务链条。 

3.2 竞争优势分析 

一、确立了省内行业领先地位 

1、省内领先的综合金融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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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机构——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辽宁省融资担保业协会

副会长单位、盘锦市融资担保业协会会长单位、辽宁省典当行业协会理事单位、辽宁省小额贷款

公司协会会员单位、盘锦市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理事单位、盘锦市信用协会副会长单位、辽宁省民

营企业维权中心辽西北工作室、辽宁省社会服务业领域诚信建设推进委员会辽西北工作室。公司

曾经多次受邀参加行业会议并积极献言献策。  

2、与众多金融机构保持良好而密切的合作关系  

公司与银行的有效合作对公司融资担保业务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经营业绩、雄厚的财务及营

运实力、良好的品牌使公司获得众多银行的信任并建立密切的业务合作关系。目前，兴润金控已

与省内 13家银行合作，授信额度超过 50亿元，是省内合作银行最多的担保公司之一。另外公司

拥有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扩大合作的巨大潜力，在经营过程当中与众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辽宁股

权交易中心等合作，向客户提供各类非融资类担保。 

公司能够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要，这将进一步提升公司

在省内各地的品牌知名度。2016 年度，公司为 160 多户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服务。  

二、核心竞争力 

1、风险管理优势 

一是独创风险文化，主动管理风险，培养全员风险意识。 

二是具备科学的风险防范机制，包括信用考评、风险评估、风险预防、风险监测和风险控制等

机制。在信用考评方面，公司自主研发《15级分类评分指引》；在风险评估方面，公司进行 AA

制风险管理，前移了风险，有效进行了风险防范；在风险预防方面，研究并制定了五步尽职调查

法、“四易”抵质押物确认法、背靠背审批制度；在风险监测方面，公司实施项目跟踪、监控、

测评、警报机制；在风险控制方面，建立了逾期贷款催收及抵质押财产处置变现系统，并及时足

额提取风险准备金。 

三是公司应用自主改进的“HTF 信用评价系统”，全过程记录与监控风险。 

2、治理结构优势 

一是严格执行关联交易股东回避制度； 

二是实施重大事项决策制度，使股东充分享有决定权。 

3、管理团队优势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银行等金融行业拥有平均超过 15年的从业经验，大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在公

司平均工作时间超过 9年。公司团队稳定，80%以上员工为本科及以上学历，部分员工毕业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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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院校。员工毕业专业涵盖金融、会计、法律、证券、管理等相关学科，具有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高级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证券从业资格、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基金

从业资格的若干。 

4、渠道优势 

公司具备担保、小贷、典当、资产管理、投资、融资租赁等业务牌照或经营许可，公司本身具

备证券、银行、保险、信托、基金、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广泛的合作渠道，能够在多种

金融业务中串联各类有效资源，畅通无阻地推进项目开展落地。 

5、稳健的外部信用评级  

公司领先的行业地位、稳健的财务运营实力，与众多金融机构保持良好而密切的合作关系以及

优异的风险控制能力获得了外部独立评级机构的认可。公司已经获得由人民银行指定的评级机构

联合资信给予的主体 AA+的信用等级，此评级为国内同行业中获得的最高信用等级。 

3.3 经营计划或目标 

2017 年，公司计划开展如下工作： 

1、加强市场开发，创新服务模式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风控优势、团队优势，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全面展开营销，开拓省内市

场及国内市场。 

2、加大融资力度 

2017 年，公司将加大融资力度，用于开展投资业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3、科学发展、统筹兼顾 

持续进行老客户维护，实时跟踪老客户经营情况，加大对新客户的开发培植，新老客户同时抓，

做大客户数量，分散行业、客户风险。在今年的基础上，根据客户的行业性质及产品的市场前景、

技改投入等实际情况，对明年的企业担保、信贷额度，进行合理的调整，确保企业正常经营。对

贷款的发放，在保证无风险和合法审查的前提下，减少环节，提高办事效率。 

4、苦练内功，开拓省外市场 

2017 年我们自身要练好内功，继续在江浙一带百强县布局，并做到受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同

时开辟新的资本路径，弥补监管政策造成的供血不足 

5、成立母基金，参股产业基金 

在计划参股由国泰君安和辽宁省政府发起的产业基金的基础上，成立母基金，与专业机构合作，

拓展国内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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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计划所涉及的投资资金的来源均为自有资金或融资资金。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

较上期相比，增加 4户，其中：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

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兴润（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盘锦仁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兴润（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取得 

湖州丰立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兴润丰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盘锦汇信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盘锦银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盘锦汇信商贸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取得 

4.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出具了亚会 B审字(2017)0199 号审计报

告，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辽宁兴润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