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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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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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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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陈武林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电话 0931-4890019 

传真 0931-4890515 

电子邮箱 chenwl@hlzq.com 

公司网址 www.hlzq.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号兰州财富中心 21楼  730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号兰州财富中心 21楼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2,960,553,606.59 35,012,453,060.58 -5.8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98,903,640.81 13,908,947,561.03 2.08% 

营业收入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8,388,729.44 442,231,569.63 39.8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18,095,116.33 416,779,194.7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28,125,508.90 -2,279,126,375.27 -186.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0% 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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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5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5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2.24 2.20 2.08%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493,784,610 23.61% 0 1,493,784,610 23.6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832,764,563 76.39% 0 4,832,764,563 76.3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总股本 6,326,549,173.00 - 0 6,326,549,173.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甘肃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23,618,269 0 1,023,618,269 16.18% 1,023,618,269 0 

2 山东省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500,000,000 0 500,000,000 7.90% 500,000,000 0 

3 浙江永利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000 0 400,000,000 6.32% 400,000,000 0 

4 甘肃省公路航

空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381,679,389 0 381,679,389 6.03% 381,679,389 0 

5 甘肃省国有资

产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375,670,500 0 375,670,500 5.94% 375,670,500 0 

合计 2,680,968,158 0 2,680,968,158 42.37% 2,680,968,158 0 

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前五大股东中，甘肃金控、甘肃国投、甘肃公航旅均为甘肃省国资委控制的企业。具体关系如下图所示：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8-017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甘肃省国资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甘肃省人民政府授权甘肃省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

责，组织机构代码 73961098-2，法定代表人李沛兴。甘肃省国资委通过甘肃金控、甘肃公航旅、甘肃

国投、甘肃电投、酒钢集团、读者传媒、新业资产、陇神戎发、西北永新间接持有公司 35.69%的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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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 号

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本公司按

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规范了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

业外收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之后，对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

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以下简称“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除上述提及新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对报表项目的影响外，在“营业利润”之上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

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

置未划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

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本公司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2016 年

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 2016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 

（2）本公司 2017 年度无应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资产处置损益         

持续经营净利润  643,639,484.52   

终止经营净利润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1、子公司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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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子公司金城资本投资设立兰州交通发展建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子公司华龙期货投资设立华龙

新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详见本附注九、1 在子公司的权益。 

2、结构化产品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对于本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

综合评估了本公司是否对其拥有控制权。对于本公司作为管理人，且综合评估本公司享有的回报以及作

为结构化主体管理人取得的管理人报酬和业绩报酬将对本公司取得的可变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结构化

主体进行了合并。 

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为华龙证券金智汇灵活配置、金智汇 3 号、金智汇 5 号、金

智汇 6 号、金智汇 22 号、金智汇质押宝 4 号以及华龙期货-国能通达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华龙期货-金汇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本公司上期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为华龙证券金智汇灵活配置、金智汇 3 号、金智汇 5 号、金

智汇 6 号、金智汇 21 号、金智汇 22 号、金智汇 23 号、金智汇 25 号、金智汇 26 号、金智汇 27 号、金

智汇 29 号、质押宝 1 号、质押宝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华龙期货—超华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华龙

期货-国能通达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华龙期货-金汇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