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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东方贷款 指 济南市高新区东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济

南市高新区东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济南市高新区东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济南市高新区东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济南市高新区东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报告期 指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 

公司章程 指 最近一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济南市高新区东方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管理层 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统称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统称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济高控股 指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主办券商、天风证券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管理的

股份转让平台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

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山东省金融办、省金融办 指 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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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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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芬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季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

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

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济南市高新区东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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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2．报告期内在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文及公告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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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济南市高新区东方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JHDZ DONGFANG MICRO-CREDIT INC. 

证券简称 东方贷款 

证券代码 834339 

挂牌时间 2015年 11月 26日 

普通股股票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分层情况 基础层 

法定代表人 刘洋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王海燕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568135725P 

注册资本（元） 100,000,000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 322 号 7 号楼二层东侧 

电话 0531-62323606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 322 号 7 号楼二层东侧，250101。 

主办券商 天风证券 

会计师事务所 -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 - 

 

 

（二） 行业信息 

√适用 □不适用  

1、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本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26,846,404.14元，较上年末减少 2.45%；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 124,784,133.58元，较上年末增长 1.98%。本年 1 月至 3月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859,615.48

元，同比增长 1.60%，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22,976.88元，同比增长 2.18%。 

2、风险因素及防控机制 

（1）行业竞争风险 

银监会和央行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 号）将小额贷款公

司定性为“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

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属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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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资本净额要求外从业门槛相对较低。随着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小额贷款行业既要面临来自

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又要面临同区域新设小额贷款公司的竞争，可能会引发整个行业的平均

利率水平下滑。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下，一是充分发挥我公司为国有控股公司的各项优势，通过

控股股东来开拓一些差异化贷款产品，在同行业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二是进一步规范管理，稳健经营，

从贷款业务流程、客户服务、贷后管理等方面，提高公司各项管理水平，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地

位，使公司在行业竞争中处于稳定的地位。 

（2）经济发展周期性风险 

宏观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即不断重复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当经济处于复苏

与高涨阶段时，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较高，对资金的需求较为强烈，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进展顺

利。同时，在宏观经济复苏与高涨阶段，企业效益普遍较好，能够保证按时足额还本付息。一旦宏观经

济步入危机和萧条阶段，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就会迅速降低，对资金的需求会相应减少，部分企业

将无法按时足额还本付息，不良贷款率会相应提高，从而影响小额贷款公司收入和利润。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下：由于目前总体经济形势下行，公司收缩了贷款规模，减

少了对外融资，调整信贷结构，对高风险等行业的投放贷款进行了回收，对额度较高的贷款进行了缩减，

最大化分散和降低风险，以应对宏观经济下行的风险。 

（3）区域内实体经济调整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为向个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型企业发放小额贷款，业务类型单一。同时，公

司受制于政策限制，不能跨区域经营，业务的开展有赖于该区域内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针对上述风险，

公司经营范围已由“高新区”扩大至 “济南市市区”，公司已在济南市市区范围内开展业务，注重区域

分散化经营，将一定程度上降低区域内实体经济调整的风险。 

（4）法律、法规、政策变化的风险 

目前，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权归属于山东省金融办，小额贷款公司在法律地位、市场准入条

件、运行机制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监管机构随时可能根据实际况对政策不断进行

修订，使得公司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政策环境变化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一是公司已扩大了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了“股权投资、委托贷款、不良资产处置收

购、金融产品代理销售等”业务种类，多元化的发展来可应对政策环境变化的风险；二是山东省金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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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 年 10 月份出台了《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

（试点）管理办法》，上述两个文件中明确了小额贷款公司可通过发行优先股和私募债券、资产证券化

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等，同时释放出监管层对小贷公司“松绑”的信息，为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的良

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报告期内，监管政策变化平稳，对公司经营没有造成直接影响。 

（5）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风险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严峻，部分客户受宏观经济下滑和商业银行控制贷款额度的双重影响而

现金流紧张，暂时无法归还所欠款项，使公司不良类贷款余额有所上升。如未来宏观经济情况不能好转

或该等不良贷款最终形成坏账，将会对公司的资本净额和利润水平造成不利的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下：一是加大催收力度，加大催收考核奖励，同时聘用专职

律师大力推进诉讼案件的各项进程，最大化化解不良贷款；二对存量贷款及时调整贷款结构，回收高风

险行业的贷款，缩减大额度贷款，逐步降低客户授信额度，控制贷款期限，应对宏观经济下行所带来的

影响；三是逐步完善健全的风险控制体系，严把贷前、贷中和贷后的各个环节，落实好各个环节的责任，

较好的控制好贷款过程中的各项风险，最大化杜绝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 

 

（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2020年3月31日） 

上年度末 

（2019年 12月 31日） 

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26,846,404.14 130,027,841.30 -2.4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784,133.58 122,361,156.70 1.9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63% 5.9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本报告期 

（2020年 1-3月） 

上年同期 

（2019年 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859,615.48 3,799,004.32 1.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22,976.88 2,371,300.22 2.1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22,885.82 2,371,090.22 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70,936.47 10,757,544.23 6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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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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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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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计算）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1-3 月）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1.41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21.41 

所得税影响数 30.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91.06 

 

（四）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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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100% 0 100,000,000 1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50,000,000 50% 0 50,000,000 5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0 0% 0 0 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00,000,000 - 0 1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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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高新控股集 50,000,000 0 50,000,000 50.00% 0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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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 

2 
同圆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000 0 10,000,000 10.00% 0 10,000,000 

3 
山东斯凯特经贸

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0 10,000,000 10.00% 0 10,000,000 

4 

济南市市政工程

设计研究院（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10,000,000 0 10,000,000 10.00% 0 10,000,000 

5 
山东中普联合钢

材销售有限公司 
10,000,000 0 10,000,000 10.00% 0 10,000,000 

6 
济南三鼎物资有

限公司 
10,000,000 0 10,000,000 10.00% 0 10,000,000 

合计 100,000,000 0 100,000,000 100% 0 100,000,0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以上股东之间无相互关系。 

 

 

 

（五）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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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内（1-3 月）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是否经过内部

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诉讼、仲裁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对外担保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

资金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是 已事后补充履

行 

是 2020-007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股东大会审议过的收购、出售资产、对

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合并

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员工激励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股份回购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失信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 

 

重要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2020年，因受疫情因素影响，未能于年初组织召开董事会审议

“关于预计 2020 年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故 2020 年初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未及时经会议审批。但

随着疫情控制的阶段性成功，“关于预计 2020 年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已通过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审议（尚需经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已事后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二）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1.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告编号：2020-010 

11 
 

2. 董事会在审议季度报告时拟定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告编号：2020-010 

12 
 

四、 财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3 月 31日 2019 年 12月 31日 

资产：   

货币资金 17,668,895.76 4,600,459.30 

拆出资金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 1,759,171.46 1,669,453.48 

其中：应收利息 1,759,171.46 1,669,453.48 

合同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预付款项 164,460.11 190,814.44 

其他应收款 390,875.69 417,536.96 

代理业务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104,943,642.59 121,229,138.12 

金融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4,768.62 15,849.09 

在建工程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04,589.91 1,904,589.91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126,846,404.14 130,027,841.30 

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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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款项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764,089.60 1,333,340.41 

应交税费 1,025,295.78 652,088.76 

其他应付款 272,885.18 5,681,255.43 

代理业务负债   

持有待售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担保业务准备金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负债   

负债合计 2,062,270.56 7,666,684.6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500,496.28 6,500,496.2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158,493.75 4,158,493.75 

一般风险准备 809,987.14 809,987.14 

未分配利润 13,315,156.41 10,892,179.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4,784,133.58 122,361,156.7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4,784,133.58 122,361,156.7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6,846,404.14 130,027,841.30 

法定代表人：刘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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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 年 1-3月 

一、营业收入 3,859,615.48 3,799,004.32 

利息净收入 3,509,911.62 3,637,071.65 

其中：利息收入 3,612,411.63 3,953,682.77 

利息支出 102,500.01 316,611.12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333,259.87 137,998.39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337,452.83 143,301.16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4,192.96 5,302.77 

担保费收入   

代理收入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6,443.99 23,934.2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产生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业务收入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成本 629,101.05 669,720.42 

税金及附加 29,363.68 30,484.75 

业务及管理费 939,625.66 729,135.59 

信用减值损失 -339,888.29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89,899.92 

其他业务成本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230,514.43 3,129,283.90 

加：营业外收入 280.00 280.00 

减：营业外支出 158.5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230,635.84 3,129,563.90 

减：所得税费用 807,658.96 758,263.6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422,976.88 2,371,300.22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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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

列）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2,422,976.88 2,371,300.22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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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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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损失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422,976.88 2,371,300.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422,976.88 2,371,300.2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法定代表人：刘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芬 

 

 

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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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4,247,182.96 4,359,908.56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7,362.89 206,726.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64,545.85 4,566,634.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17,450,755.02 -8,455,810.24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返售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449,096.95 1,259,336.56 

支付的各项税费 740,928.91 851,704.8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54,338.54 153,859.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506,390.62 -6,190,90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70,936.47 10,757,5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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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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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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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02,500.01 316,611.12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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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102,500.01 316,611.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02,500.01 -316,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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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8,436.46 10,440,933.1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600,459.30 5,755,415.8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668,895.76 16,196,349.00 

法定代表人：刘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芬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