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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董事

宋志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李葛卫代为出席并表决，其余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

议。 

公司负责人林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伟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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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14,616,889.10 217,690,874.24 -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2,551,000.54 82,074,530.91 1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2,260,770.43 82,107,907.45 1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19,262,781.82 -118,526,199.1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2.18% -0.2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7,635,576,084.77 11,870,748,335.54 4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91,820,817.97 4,073,416,349.20 25.00% 

注：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下降 0.23 个百分点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2,700,000,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3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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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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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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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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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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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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2,340.6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110.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90,230.1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485,391.08 公司作为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投资业务为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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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及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不作为非经常损益项目披露 

投资收益 57,206,006.41 

公司作为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投资业务为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

持有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及衍生金融工具产

生的投资收益不作为非经常损益项目披露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8,3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立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46% 1,740,397,076 1,740,397,076   

深圳市怡景食

品饮料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96% 484,789,089 484,789,089   

深圳市希格玛

计算机技术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59% 204,813,835 204,813,835   

王治东 境内自然人 0.09% 2,313,047    

陈伟 境内自然人 0.07% 1,827,300    

朱天翔 境内自然人 0.06% 1,580,000    

董晓骏 境内自然人 0.06% 1,575,476    

钟优汉 境内自然人 0.04% 1,050,964    

冯德仁 境内自然人 0.04% 998,200    

林文彬 境内自然人 0.03% 932,8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治东 2,313,047 人民币普通股 2,31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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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 1,82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7,300 

朱天翔 1,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0,000 

董晓骏 1,575,476 人民币普通股 1,575,476 

钟优汉 1,050,964 人民币普通股 1,050,964 

冯德仁 998,200 人民币普通股 998,200 

林文彬 932,800 人民币普通股 932,800 

尤斌 932,783 人民币普通股 932,783 

张文轩 924,952 人民币普通股 924,952 

陆红娟 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治东"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13,047 股。股东"陈伟"通过

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27,3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00,000 股，股东"林文彬"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32,800 股，股

东"尤斌"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0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832,783 股，股东"陆红娟"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8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二）、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19年3月31日余额 2018年12月31日余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748,357,677.74 3,569,525,759.83 61.04% 主要系本期收到募集资金款引起货币

资金增加 

应收款项 8,307,288.50 4,453,365.26 86.54% 主要系应收资产管理费增加 

应收利息 - 93,437,204.61 -100.00% 主要系金融企业新报表格式施行的影

响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 2,575,599,575.81 -100.00%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的影响 

交易性金融资产 6,524,479,830.24 - 不适用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的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562,122,200.00 -100.00%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的影响 

其他资产 152,483,513.39 54,222,385.33 181.22% 主要系金融企业新报表格式施行的影

响，本报告期应收利息调整至其他资产

披露 

拆入资金 - 55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拆入资金减少 

交易性金融负债 2,152,384,916.44 - 不适用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的影响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 1,019,188,467.28 -100.00%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的影响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360,034,904.51 1,660,552,010.97 102.34% 主要系卖出回购金融资产规模增加 

代理买卖证券款 6,305,036,197.59 3,699,029,468.30 70.45% 主要受证券市场波动影响引起代理买

卖证券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8,991,527.45 35,824,571.49 -46.99%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末的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51,790,207.92 35,518,230.83 45.81% 主要系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应交个人

所得税增加 

应付利息 - 34,247,938.50 -100.00% 主要系金融企业新报表格式施行的影

响 

其他负债 81,581,805.69 26,048,883.75 213.19% 主要系金融企业新报表格式施行的影

响，本报告期应付利息调整至其他负债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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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674,439,133.67 23,611,732.41 2756.37%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 -19,472.02 不适用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的影响 

项目 2019年1-3月发生额 2018年1-3月发生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手续费净收入 其中：经

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73,953,293.26 56,496,974.68 30.90% 主要受证券市场波动影响引起经纪业

务手续费净收入增加 

手续费净收入 其中：投

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

收入 

17,015,323.72 70,641,824.54 -75.91% 主要系证券承销业务减少引起投资银

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485,391.08 -47,351,254.9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增加 

汇兑收益 -324,008.01 -600,907.70 不适用 主要系外币汇率波动引起汇兑收益减

少 

资产处置收益 - 1,398.71 -100.00% 主要系本期资产处置收益减少 

税金及附加 649,998.72 1,463,948.45 -55.60%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减少，增值税进项

税额增加引起税金及附加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 7,500.00 -100%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8,218,497.64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转回金融资产信用减值损

失 

营业外收入 337,681.09 65,369.79 416.57% 主要系本期收到税收返还增加 

营业外支出 5,340.43 105,004.44 -94.91%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153,286.76 -847,829.4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亏损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 -3,393,608.94 不适用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的影响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 -3,393,608.94 不适用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的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19,262,781.82   -118,526,199.1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

净额增加，回购业务收到的现金净额增

加的综合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36,439,946.92   -122,429,001.9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投资规模调整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73,445,759.09   561,661,610.08  37.71% 主要系本期收到募集资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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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10 号） 

的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4 号公开发行新股 27,000 股，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共募集资金 920,827,401.26 元。2019 年 1 月 

17 日，公司股票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报告期内，该部分募集资金正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用于用于补充公司资本金。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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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84,075,692.97 7,161,206.79  13,132,826.00 23,763,739.15 -5,281,144.70 72,451,769.45 自有 

债券 2,345,466,371.66 -12,129,913.34  152,825,560,588.89 150,878,521,615.55 62,294,979.54 4,297,844,510.00 自有 

其他 698,864,850.00   2,733,386,040.00 1,284,780,000.00 3,243,445.06 2,154,183,550.79 自有 

合计 3,128,406,914.63 -4,968,706.55 0.00 155,572,079,454.89 152,187,065,354.70 60,257,279.90 6,524,479,830.24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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