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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第 一 季 度 大 事 记  
 

1、2017 年 1 月 6 日，安阳鑫融基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及安阳

鑫融基产业园区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完成工商登记，两个合伙企业的注册

资本均为 5 亿元，主要出资人为安阳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安阳经开”）

及公司的子公司河南华融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融资管”），其中安

阳经开是由安阳市财政局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合伙企业将通过投资子基金的方

式，对安阳市有关项目进行投资。 

2、2017 年 3 月 8 日，北京赛英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完成工商

登记，合伙企业注册资本为 1 亿元，公司子公司洛阳中小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 3000 万元。合伙企业以股权投资为主，主要投资于成长期 PE 项目。 

3、2017 年 3 月 17 日，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融天泽”）对公司

子公司河南华融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战略投资 2 亿元，此次增资后，华融资管

注册资本增至 4.05 亿元，公司持股 50.62%。华融天泽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2799.HK，中国华融）旗下子公司，此次战略投资将进一步加深公司

与中国华融及其下属企业的合作关系。 

4、2017 年 4 月 13 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与新乡平原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下

称“平原投资”）共同出资的新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新乡资管”）正式

成立，其中平原投资是由新乡市国资委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新乡资管首期注册

资本 3.5 亿元，公司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 50%的股权。新乡资管设立后，将以其

为母公司平台，在新乡继续设立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和天使基金等。 

新乡资管是公司继在安阳落地安阳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安阳鑫融基新材

料产业投资基金及安阳鑫融基产业园区股权投资基金后，在洛阳区域外实现公司

战略布局落地的第二站，对于实践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也为公司在其他地市继续按照这一模式落地综合金融服务提供了良好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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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提示 

【声明】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第一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一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

准确、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第一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是否审计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证券部 

备查文件 

1、报告期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告原件。 

2、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签字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16 
 

第一节 公司概览 

一、公司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河南鑫融基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HENAN XINRONGJI FINANCIAL HOLDINGS Co,LTD 

证券简称 鑫融基 

证券代码 832379 

法定代表人 年永安 

注册地址 洛阳市涧西区中州西路 92 号院 1 幢 5 楼西侧 

办公地址 洛阳市涧西区中州西路 92 号院 1 幢 5 楼西侧 

主办券商 光大证券 

二、联系人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王万青 

电话 0379-69892237 

传真 0379-69892237 

电子邮箱 zhengquan@xrjjk.com 

公司网址 http://www.xrjjk.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区金十香樟林；471003 

三、运营概况   

股票公开转让场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时间 2015-04-30 

分层层次 基础层 

行业（证监会规定的行业大类） 商务服务业 

主要产品与服务项目 
股权投资、债权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并购重组、

投资管理及咨询、理财信息咨询 

普通股股票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普通股总股本（股） 1,639,000,000 

控股股东 洛阳金鑫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年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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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本着“外求突破、内生动力”的发展思路，加快外部资源的引入，加大

对外投资力度，优化公司管理架构，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取得了良好的开局。报告期内，公

司引入中国华融下属的华融天泽 2 亿元战略投资，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合作关系；与外部机

构共同发起设立 3 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进一步加强了公司股权投资、基金管理的

业务布局。另外，2017 年 4 月 13 日，公司与新乡平原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的新乡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在资产管理领域的业务布局进一步扩大。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0.63亿元，同比增长3.15%，实现净利润0.21亿元，

同比增加4.94%%；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43.77亿元，较年初增长13.09%，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0.96亿元，较年初增长0.70%。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均依法合规开展经营，不存在被业务监管机构处罚的情况。 

二、风险及控制 

1、政策变化风险 

目前我国类金融业务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部分相关制度在不断完善中。监管的法律法

规、政策变化可能对类金融公司造成一定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及业务发展可能面临因政策

变化而引发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目前业务涵盖多领域，较好地分散了因某一类业务受监管层政策变化

而带来的风险，同时公司也在不断加强对新政策的学习，努力把握监管脉络，适时调整经营

方向。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指由于债务人或者交易对手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信用状况的不利变动造

成的损失。 

应对措施：公司以加强项目风险监测和管理为重点，及时更新业务准入负面清单，强

化业务准入管理，加强风险资产保全和化解，实现风险资产的有效处置。 

3、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指由于利率和市场价格（包括股票价格、商品价格、房地产价格等）等市场

价格的不利变动造成公司业务损失的风险。 

应对措施：针对利率风险，公司积极研究制定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对方案，建立相关管

理办法，优化利率结构。针对市场价格风险，公司通过专业评估、严控抵质押率；同时建立

抵质押物评估、处置、变现通道，有效地提高了抵质押物处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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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无法及时获得或者无法以合理成本获得充足资金，以偿付到期债务或

其他支付义务、满足资产增长或其他业务发展需要的风险。 

应对措施： 

公司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建设，确保长期流动性；建立营运资金计划机制，加快

资金周转，合理保持公司资金头寸；对外融资实行统借统还和统筹制度，积极拓展融资渠道，

不断提高中长期借款占比，有效改善负债结构。 

5、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指在日常业务经营管理过程中，由内部程序、员工以及外部事件造成公司业

务损失的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持续强化操作风险管控，优化业务管控流程，提高全员操作风险管控

意识和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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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主要会计数据和关键指标 

一、盈利能力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元） 63,209,983.36 61,279,479.12 3.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593,152.32 16,254,184.06 -16.3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3,550,698.35 14,814,684.70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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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 0.8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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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 0.7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3 0.0099 -16.37% 

二、偿债能力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额（元） 4,376,962,945.58 3,870,226,471.61 13.09% 

负债总额（元） 1,007,294,373.89 814,341,333.08 23.6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6,321,370.78 2,081,716,884.06 0.7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28 1.27 0.79% 

资产负债率（合并） 23.01% 21.04% - 

流动比率 4.34 3.88 - 

三、营运情况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2,423,478.48 -227,887,721.49 59.04% 

四、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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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188.44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62,188.44 

所得税影响数 15,547.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87.36 

非经常性损益影响数 42,4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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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告 

是否审计 否 

1、合并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资  产：     

货币资金  863,132,659.05  1,083,642,553.45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5,460,273.92  5,903,861.42  

应收代偿款  237,634,104.56  238,472,012.95  

存出保证金  469,750,025.90  505,177,756.56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73,091,469.22  352,638,239.98  

其他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65,400,000.00  365,400,000.00  

委托贷款  442,700,000.00  395,700,000.00  

发放贷款  183,840,004.03  176,846,504.03  

长期应收款  466,039,663.00  328,608,029.23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000.00    

固定资产  73,889,282.74  68,558,521.97  

在建工程  14,373,790.00  14,469,848.12  

无形资产  2,930,717.34  2,914,413.14  

长期待摊费用  13,383,488.18  14,572,056.54  

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4,843,819.50  4,731,617.44  

其他资产  166,678,867.58  138,776,276.22  

抵债资产  173,814,780.56  173,814,780.56  

资产总计  4,376,962,945.58   3,870,226,471.61  

负  债：     

短期借款      143,720,000.00       123,720,000.00  

预收款项        2,551,675.48        39,048,406.25  

应付账款  4,820,503.98         7,701,044.24  

应付利息          400,000.00           400,000.00  

应付职工薪酬        1,120,378.04         1,517,166.98  

应交税费       25,943,965.07        27,870,666.74  

应付股利        1,300,153.22         4,437,453.22  

存入保证金       66,524,422.00        60,567,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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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306,611,259.27       326,870,283.24  

担保赔偿准备       58,027,281.48        65,563,508.42  

未到期责任准备       68,722,634.63        62,100,044.4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310,000,000.00        60,000,000.00  

长期应付款        2,532,962.45        23,948,476.3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其他负债       15,019,138.27        10,596,291.16  

负债合计    1,007,294,373.89       814,341,333.0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639,000,000.00     1,639,000,000.00  

减：库存股      103,498,059.00       104,500,059.00  

资本公积      134,918,666.76       134,918,666.76  

盈余公积        6,909,939.08         6,909,939.08  

未分配利润      418,990,823.94       405,388,337.22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2,096,321,370.78     2,081,716,884.06  

少数股东权益    1,273,347,200.91       974,168,254.4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369,668,571.69     3,055,885,138.5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376,962,945.58     3,870,226,471.61  

法定代表人：年永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静波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资  产：     

货币资金  14,618,746.25   68,067,467.42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代偿款     

存出保证金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73,804.36   148,507.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2,150,000.00   112,150,000.00  

委托贷款  27,000,000.00   15,000,000.00  

长期应收款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12 / 16 
 

长期股权投资  1,925,468,000.16   1,925,468,000.16  

固定资产  854,280.60   717,720.74  

在建工程    96,058.12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4.55   244.55  

其他资产  3,700,209.33   3,699,206.63  

资产总计  2,084,065,285.25   2,125,347,204.62  

负  债：     

短期借款     

预收账款    37,007,000.00  

应付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1,527,963.08   2,521,112.15  

应付股利     

存入保证金     

其他应付款  242,805,982.53   242,800,699.74  

担保赔偿准备     

未到期责任准备     

预计负债     

长期借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负债  311.98   335.20  

负债合计  244,334,257.59   282,329,147.0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639,000,000.00   1,639,000,000.00  

资本公积  134,918,666.76   134,918,666.76  

盈余公积  6,909,939.08   6,909,939.08  

未分配利润  58,902,421.82   62,189,451.6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839,731,027.66   1,843,018,057.5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084,065,285.25   2,125,347,204.62  

法定代表人：年永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静波 

 

3、合并利润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63,209,983.36   61,279,479.12  

    减：营业成本  4,400.86    

        分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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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金及附加  351,221.43   2,403,869.26  

        销售费用     

    业务及管理费  27,872,682.51   32,821,386.69  

    其中：担保赔偿准备、未到期责任准备  -913,636.80   8,112,244.07  

        财务费用  7,340,396.56   -231,676.05  

        资产减值损失  182,043.82   2,590,500.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27,459,238.18   23,695,399.22  

    加：营业外收入  78,351.02   1,919,774.9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16,162.58   442.48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27,521,426.62   25,614,731.70  

    减：所得税费用  6,892,812.38   5,956,510.17  

四、净利润  20,628,614.24   19,658,221.5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593,152.32   16,254,184.06  

         少数股东损益  7,035,461.92   3,404,037.47  

         被合并方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20,628,614.24   19,658,221.53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3,593,152.32   16,254,184.06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035,461.92   3,404,037.47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3 0.0099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3 0.0099 

法定代表人：年永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静波 

 

4、母公司利润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831,729.56      7,528,669.82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1,325.93        244,762.85  

        销售费用     

    业务及管理费     4,562,169.59      3,694,6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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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担保赔偿准备、未到期责任准备     

        财务费用      -444,736.09        -29,980.32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2,600,00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3,287,029.87      6,219,228.72  

    加：营业外收入         800,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3,287,029.87      7,019,228.72  

    减：所得税费用       1,104,807.18  

四、净利润    -3,287,029.87      5,914,421.54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3）其他     

2、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3,287,029.87      5,914,421.54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年永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静波 

 

5、合并现金流量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取担保费、手续费及佣金所收到的现金  49,518,952.22   38,393,749.26  

收到的税费返还  5,668.28   1,114,440.8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52,866,847.27   476,605,2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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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02,391,467.77   516,113,443.51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所支付的现金  5,362,665.82   1,006,619.4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305,264.41   6,864,150.0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734,820.64   24,473,112.5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37,412,195.38   711,657,283.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64,814,946.25   744,001,165.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2,423,478.48   -227,887,721.4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600,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00,0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13,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78,242.00   6,2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0,178,242.00  13,006,2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178,242.00  -10,406,2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89,990,000.00   38,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6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15,837.75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0,705,837.75  38,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   20,712,833.3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1,614,011.67   92,824.0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587.1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614,011.67  20,806,244.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7,091,826.08  17,193,755.4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5,509,894.40  -221,100,166.03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1,842,553.45   402,308,565.0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6,332,659.05  181,208,398.99  

法定代表人：年永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静波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取担保费、手续费及佣金所收到的现金  881,633.35   7,205,933.99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67,789.58   16,022,189.6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49,422.93  23,228,1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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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629,234.55   1,864,250.5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21,395.73   3,230,947.1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3,969,271.82   197,234,028.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7,619,902.10  202,329,22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270,479.17  -179,101,102.3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600,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78,242.00   2,6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72,00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8,242.00  72,002,6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242.00  -69,402,6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3,448,721.17  -248,503,702.34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8,067,467.42   282,692,248.6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618,746.25  34,188,546.26  

法定代表人：年永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静波 

 
 
 
 
 
 

河南鑫融基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