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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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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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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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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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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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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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东方贷款 

证券代码 834339 

挂牌时间 2015年 11月 26日 

普通股股票交易方式 集合竞价交易 

分层情况 基础层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 J 金融业-J66 货币金融服务-J663 非货币银行服务-J6639 其他非

货银行服务 

法定代表人 刘洋 

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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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鲁 01201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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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1-6651188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 322号 7号楼二层东侧 

邮政编码 250101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天风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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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590,101.00 元，较期初增加 34.27%；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 121,334,107.62元，较期初减少 0.84%。本年 1月至 9月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1,020,721.23

元，同比减少 9.10%，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972,950.92元，同比减少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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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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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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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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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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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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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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74,590,101.00 130,027,841.30 34.2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334,107.62 122,361,156.70 -0.8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0.50% 5.9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0年 1-9月） 

上年同期 

（2019年 1-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1,020,721.23 12,124,607.30 -9.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72,950.92 7,480,172.42 -20.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972,859.86 7,479,962.42 -20.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602,644.67 28,214,446.51 -21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7 0.0748 -2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86% 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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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6.10% - 

利息保障倍数 25.15 1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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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2020年 7-9月） 

上年同期 

（2019年 7-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001,575.89 3,973,356.14 0.7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9,098.03 2,545,193.40 -21.4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99,098.03 2,545,193.40 -2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178,578.98 27,478,193.80 -278.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0 0.0255 -21.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66%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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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2.10% - 

利息保障倍数 11.75 9.34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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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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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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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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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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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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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

持有

的质

押股

份数

量 

期末持

有的司

法冻结

股份数

量 

是否通过认

购公司公开

发行的股票

成为前十名

股东，如是，

披露持股期

间的起止日

期 

1 

济南高

新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50,000,000 - 50,000,000 50% 0 50,000,000 0 0 否 

2 

同圆设

计集团

有限公

司 

10,000,000 - 10,000,000 10% 0 10,000,000 0 0 否 

3 

山东斯

凯特经

贸发展

有限公

司 

10,000,000 - 10,000,000 10% 0 10,000,000 0 0 否 

4 

济南市

市政工

程设计

研究院

（集

团）有

限责任

10,000,000 - 10,000,000 10% 0 10,000,000 0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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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5 

山东中

普联合

钢材销

售有限

公司 

10,000,000 - 10,000,000 10% 0 10,000,000 0 0 否 

6 

济南三

鼎物资

有限公

司 

10,000,000 - 10,000,000 10% 0 10,000,000 0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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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普通股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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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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大事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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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担保事项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

资金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20-007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否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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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激励事项 否      

股份回购事项 否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债务违约情况 否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否      

 

重要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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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或股 

股利分配日期 每 10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股送股数 每 10股转增数 

2020年 6月 24日 0.7 0 0 

合计     0.7 0 0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董事会在审议季度报告时拟定的权益分派预案 



公告编号：2020-032 

12 
 

□适用 √不适用  

第三季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对 2020 年 1-12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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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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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30日 2020 年 1月 1日 

资产：   

货币资金 9,679,677.05 4,600,459.30 

拆出资金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 3,495,510.88 1,669,453.48 

其中：应收利息 3,495,510.88 1,669,453.48 

合同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预付款项 115,144.12 190,814.44 

其他应收款 256,473.46 417,536.96 

代理业务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158,916,433.34 121,229,1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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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贷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3,909.20 15,849.09 

在建工程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抵债资产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02,952.95 1,904,589.91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174,590,101.00 130,027,8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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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短期借款 4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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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763,406.53 1,333,340.41 

应交税费 688,083.13 652,088.76 

合同负债   

其他应付款 11,804,503.72 5,681,255.43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担保赔偿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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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55,9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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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5,130.45 10,892,179.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334,107.62 122,361,156.7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334,107.62 122,361,1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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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4,590,101.00 130,027,8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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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7-9月 2019 年 7-9月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一、营业收入 4,001,575.89 3,973,356.14 11,020,721.23 12,124,607.30 

利息净收入 3,824,692.58 3,935,756.76 10,157,362.29 11,859,190.41 

其中：利息收入 4,029,082.37 4,297,923.41 10,464,252.09 12,816,995.97 

利息支出 204,389.79 362,166.65 306,889.80 957,805.56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76,883.31 6,684.34 738,246.66 169,964.96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88,490.25 10,377.36 756,329.87 184,286.07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1,606.94 3,693.02 18,083.21 14,321.11 

担保费收入     

代理收入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0,915.04 108,147.92 95,4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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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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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6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二、营业成本 1,600,595.91 592,343.56 3,301,191.60 2,519,986.48 

税金及附加 27,974.83 31,654.89 76,888.19 93,696.60 

业务及管理费 779,168.94 809,055.97 2,818,859.35 2,555,453.49 

信用减值损失 793,452.14 -248,367.30 405,444.06 -129,163.61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其他业务成本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2,400,979.98 3,381,012.58 7,719,529.63 9,604,6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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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979.98 3,381,012.58 7,719,651.04 9,604,9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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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401,881.95 835,819.18 1,746,700.12 2,124,728.4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1,999,098.03 2,545,193.40 5,972,950.92 7,480,1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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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098.03 2,545,193.40 5,972,950.92 7,480,1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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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098.03 2,545,193.40 5,972,950.92 7,480,1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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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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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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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098.03 2,545,193.40 5,972,950.92 7,480,172.42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1,999,098.03 2,545,193.40 5,972,950.92 7,480,172.42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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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0 0.0255 0.0597 0.0748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0 0.0255 0.0597 0.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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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月 2019年 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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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7,991.58 13,191,8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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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8,768.16 758,732.3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256,759.74 13,950,5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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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87,370.13 -21,037,3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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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6,240.92 2,835,201.27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49,682.99 3,059,503.0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06,110.37 878,772.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1,859,404.41 -14,263,89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602,644.67 28,214,4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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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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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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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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7.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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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00,000.00 2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  3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306,889.80 6,957,805.56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306,889.80 41,957,805.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93,110.20 -21,957,8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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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9,217.75 6,256,6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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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9,677.05 12,012,0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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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