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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2020-062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管对《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异议所涉事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 10 月 30 日召开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董事赵岑女士对该议

案投反对票。公司现将所涉事项说明如下： 

 

一、董事、董事会秘书赵岑女士异议说明 

国盛金控第四届董事会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10:15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审议了基于公司对被接管的国盛证券仍能控制并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而编制的《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

本人提出反对意见；在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董监高书面确认文件中，

本人明确说明不能保证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现就与《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有关的异议意见说明如下。 

（一）国盛证券被接管后，国盛金控对国盛证券的控制能力发生变化。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对被接管的国盛证券按照成本法核算并将其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的会计处理错误，该错误影响金额重大。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以下简称《33 号准则》）第七条规

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

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

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控制的定义包含三项基本要素（以下

简称“控制三要素”）：一是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二是因参与被投资方

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三是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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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断投资方是否能够控制被投资方时，当且仅当投资方具备上述三要素时，才

能表明投资方能够控制被投资方。 

《33 号准则》第八条规定，投资方应当在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的

基础上对是否控制被投资方进行判断。一旦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变化导致对控制定

义所涉及的相关要素发生变化的，投资方应当重新进行评估。 

1、本次与“控制三要素”评估有关的背景情况 

国盛证券为证券经营机构，经批准从事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

易及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利润来源于手续费收入、利息收入、投资

收益等。2016 年 5 月 6 日，公司以发行股份、支付现金的方式取得国盛证券 100%

股权，满足控制的定义，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自购买日起，公司对国盛

证券按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公司取得国盛证券 100%股权，目的一是通过本次

交易全面进入证券行业，为后续深耕细作打造互联网金控平台建立基础，二是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实现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取得国盛证券股权后，通过修改其

《章程》、改组董事会并委派董事、改组监事会并委派监事、改组后的董事会与

监事会履行职责等方式主导国盛证券相关活动。自 2016 年以来至 2020 年 6 月末

的期间，国盛证券累计实现盈利 14.58 亿元，累计宣告分红 5.70 亿元。 

2020 年 7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发出《45 号公告》。根据该公告，鉴于国盛

证券、国盛期货隐瞒实际控制人或持股比例，公司治理失衡，为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根据《证券法》第 143 条、《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

第 8 条和第 62 条等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自 2020 年 7 月 17 日起对国盛证

券、国盛期货依法实行接管。接管期限自 2020 年 7 月 17 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16

日。《公告》还显示：中国证监会组织成立国盛证券接管组；自接管之日起，接

管组行使被接管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接管组组长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国盛

证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停止履行职责；接管期间，接管组负责保

持公司经营稳定，规范公司股权和治理结构；接管期间，中国证监会委托中航证

券及招商证券成立国盛证券托管组，托管国盛证券；托管组在接管组指导下，按

照托管协议开展工作。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第十一条显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决定

对证券公司进行接管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组织专业人员成立接管组，行使被接



3 
 

管证券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接管组负责人行使被接管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

被接管证券公司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副经理停止

履行职责。接管组自接管之日起履行下列职责：（一）接管证券公司的财产、印

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决定证券公司的管理事务；（三）保障证券公司证

券经纪业务正常合规运行，完善内控制度；（四）清查证券公司财产，依法保全、

追收资产；（五）控制证券公司风险，提出风险化解方案；（六）核查证券公司有

关人员的违法行为；（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国盛证券 10月 22日提供的《关于接管以来国盛证券运营情况的说明》显示，

2020 年 7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成立了接管组，接管组正在行使国盛证券的经营管

理权。国盛证券法定代表人由原总裁变更为接管组组长。相关资料显示：各业务

条线、管理条线事项 OA 审批增加了托管组、接管组审核审批程序；自接管日至

今，国盛金控未向国盛证券出具股东决定，国盛证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 

2、基于接管事态和其他相关情况，应该形成“接管导致公司失去对国盛证

券的控制”的评估结论 

基于相关事实，经评估，应该认为，国盛证券被实行接管后国盛金控对国盛

证券的投资关系不满足控制三要素中第一要素、第三要素，详细说明列表如下： 

基本要素 评估结果 主要依据 

1、投资方拥

有对被投资

方的权力 

不满足 

1、根据《33 号准则》第十一条，投资方在判断是否拥有

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时，应当仅考虑与被投资方相关的实质

性权利。实质性权利是指持有人在对相关活动进行决策时

有实际能力行使的可执行权利。 

国盛金控拥有国盛证券 100%的表决权，但由于中国证监

会根据《证券法》《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决定对国盛证

券实行接管，接管组行使国盛证券的经营管理权，国盛证

券“三会一层”停止履行职责。因此，国盛金控拥有的表决

权的行使因接管及相应法律法规影响而存在障碍，导致接

管后该等表决权退化为非实质性权利。 

2、根据《33 号准则》第九条，投资方享有现时权利使其

目前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不论其是否实际

行使该权利，视为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接管后相关资料显示，国盛证券股东会、董事会停止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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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包括国盛证券原高管团队在内以及各业务条线、管

理条线所有事项 OA 审批增加了托管组、接管组审核审批

程序，接管组、托管组有修改权力。因此，接管导致国盛

金控不再拥有主导国盛证券相关活动的权利。 

3、国盛证券法定代表人由原总裁变更为接管组组长，国盛

证券接管组负责管理国盛证券公章。 

2、因参与被

投资方的相

关活动而享

有可变回报 

满足 

公司作为持有国盛证券 100%股权的股东，可以提出分红

建议。未有证据显示，接管组、托管组因参与国盛证券相

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 

3、有能力运

用对被投资

方的权力影

响其回报金

额 

不满足 

在接管期限内，由于国盛金控行使股东权利的路径被限制，

公司无法对国盛证券进行控制权的行使，没有能力运用对

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根据《33 号准则》，当且仅当控制三要素全部满足时，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

控制影响才能成立。因此，受中国证监会对国盛证券实行接管的影响，国盛金控

失去对国盛证券的控制。 

根据《33 号准则》，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

定。鉴于国盛金控对被实行接管的国盛证券失去控制，考虑数据取得的可行性，

最迟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国盛金控不应将国盛证券纳入合并范围，国盛金控

母公司不应按成本法对国盛证券的股权投资进行核算。 

3、失控下，国盛金控应以什么方法对国盛证券进行核算及如何转换 

国盛金控失去了对被接管的国盛证券的控制，但能够对被接管的国盛证券产

生重大影响，最迟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国盛金控对国盛证券长期股权投资的

核算方法应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并进行后续计量。权益法核算主要理由是接管

后国盛金控仍然是国盛证券唯一出资人，拥有 100%的表决权，尽管该表决权的

行使存在法律、法规的障碍。 

失控下，国盛金控母公司及合并报表如何编制？《2 号准则应用指南》对母

公司由成本法转权益法转换处理作出了指导；《33 号准则》第五十条以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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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准则应用指南》对母公司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

控制的转换处理作出了指导。遵照上述要求和指引，财务团队可以完成因接管导

致的母公司和合并财务报表涉及的会计处理调整和报表编制。模拟的合并报表结

果显示，基于国盛证券 100%股权价值估值（具体说明见下段）结论，在转换日

因合并范围变更要求的核算方法变更实现一次性投资收益 2.1359 亿元。 

4、失控下，会计核算涉及的国盛证券 100%股权估值工作是如何开展及估值

方法是否合理呢？ 

基于《33 号准则》相关规定和要求，为开展与失控有关的会计处理，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以下简称《39 号准则》）并借鉴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评估机构和 2016-2019 年历次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机构的评

估方法，财务团队可以对评估基准日国盛证券 100%股权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

量。 

本次估值确定的估值基准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估值方法为市场比较法，

可比公司选取西部证券、太平洋证券、山西证券、国海证券和第一创业证券五家

公司，按照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取值计算可比公司 P/B，以资产管理规模、经

营盈利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四个指标作为 P/B 调整因素，确定目标公

司 P/B，考虑国盛证券可辨认净资产以及流通性折扣后，形成估值结论。本次估

值与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评估及 2016-2019 年历次对国盛证券商誉减值测

试涉及评估，在所有重大方面如上市公司比较法、可比公司的选取方法、可比公

司 P/B 修正因素保持了完全一致。相关估值的用途仅为失控下会计处理方法的转

换，不作为任何交易定价的参考，且本次估值工作系财务团队借鉴以往估值工作

方法独立完成。 

5、控制和失控不同会计处理下主要财务数据对比（单位：万元） 

为方便深入、全面了解，这里列示控制和失控不同处理下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的资产负债表数据 

项目 控制 失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63,821 15,555 

除货币资金外的流动资产 1,577,118 30,286 

流动资产合计 2,640,938 4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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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78,381 1,396,467 

商誉 307,991 0 

除长期股权投资、商誉外的非流动资产 106,109 31,437 

非流动资产合计 492,481 1,427,903 

资产总计 3,133,419 1,473,744 

流动负债合计 1,927,049 244,976 

非流动负债合计 61,899 59,486 

负债合计 1,988,948 304,4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44,471 1,169,28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133,419 1,473,744 

（2）合并利润表数据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20 年 7~9 月 2020 年 8~9 月 

控制 失控 控制 失控 控制 失控 

一、营业总收入 168,255 129,223 62,936 23,903 39,066 33 

二、营业总成本 164,131 126,571 61,299 23,739 42,782 5,222 

投资收益 31,796 36,050 25,448 29,702 17,812 22,066 

其中：因核算方法转换产生

的一次性投资收益 
  21,359   21,359   21,359 

三、营业利润 899 16,656 10,266 26,023 477 16,234 

四、利润总额 -582 15,571 9,596 25,749 81 16,234 

五、净利润 -8,036 9,486 5,247 22,770 -1,291 16,232 

（3）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20 年 7~9 月 2020 年 8~9 月 

控制 失控 控制 失控 控制 失控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79,936 530,804 79,218 230,086 -151,441 -573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0,680 -10,451 -8,999 -8,770 -5,314 -5,085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3,957 86,474 -84,521 -22,004 -62,517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43 4 -77 -31 -52 -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393,170 606,832 -14,380 199,282 -219,325 -5,66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815,435 815,435 1,222,985 1,222,985 1,427,930 1,427,930 

减：失去对国盛证券控制

影响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 1,406,712 - 1,406,712 - 1,406,71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1,208,605 15,555 1,208,605 15,555 1,208,605 15,555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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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等。企业编制的财务报告应该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应该有助于

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观察上面数据，“控制”与“失控”不同会计处

理下，所有者权益基本不变（差异是核算方法转换导致一次性投资收益的影响），

但是 2020 年 9 月 30 日资产与负债的规模及结构、2020 年 8-9 月实现的收入和

净利润来源、2020 年 8-9 月现金流净额情况以及 2020 年 9 月 30 日现金与现金等

价物余额等数据差异较大，个别指标甚至巨大。 

以上分析说明，依据《33 号准则》《2 号准则》，并基于接管事态和其他相关

情况，应该形成“接管导致公司失去对国盛证券的控制”的评估结论，最迟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公司应将对国盛证券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

为权益法，公司不应将国盛证券纳入合并范围。以上数据说明，“失控”处理下的

财务数据在所有重大方面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反映报告期公司管理层受托责任

履行情况和集团财务状况。 

（二）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编制与签署流程存在不符合《会

计法》要求的问题 

企业会计工作要守法、合规。本次 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的编制与签署

应遵守《会计法》的规定，本次对被接管的国盛证券控制与否的评估和评估后处

理应遵守《33 号准则》的要求，对国盛证券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应遵守

《2 号准则》的要求，本次合并范围调整核算还应遵守《39 号准则》的要求。上

述法律法规规范以及其他应予遵守的法律法规规范是三季度报告以及相关财务

报表编制与签署的前提。但本次《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编制、签署存在

以下问题： 

1、财务报表编制说明显示，编制工作没有正面评估国盛金控对被接管的国

盛证券的股权投资是否以及如何满足“控制三要素”，代之以“当前获取的事实依

据不足以形成企业会计准则定义下对国盛证券失去控制的判断”，并以此转换本

次控制评估证据收集目的、改变证据收集方向。当“控制三要素”不能在三项同时

满足的，将国盛证券列入合并范围的行为违反了《33 号准则》的要求。 

2、本次《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相关部门未取得对被接

管的国盛证券继续采用成本法核算的审批意见，同时，不将已签署的“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国盛金控对国盛证券由成本法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审批意见作为入账

依据。在入账凭证与账务处理不相符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出具以成本法核算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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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表以及将国盛证券纳入合并范围的集团合并报表，该行为不符合《会计法》

的要求。 

3、公司披露的《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系在当天会场上由总经理张巍

先生作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签署，该签署资格来自《关于解聘公司财务总监议

案》会议决议。本人理解：该次会议以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名义召开，该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违反公司《章程》有关议事规则条款；“分管财务工作负

责人对财务报表进行异议签署将导致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不能按时披露”的说

法没有依据；本人对 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所作异议签署是依法履行职责，

该次会议因本人进行异议签署而解聘本人财务总监职务，该次会议所做决议是不

是违反了《会计法》第五条？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张巍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杜力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为

公司总经理并分管内部审计部门，张巍先生代行财务总监职责作为主管会计工作

的负责人在报表签字，相关内部控制是否有效值得关注。 

综上，本人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自接管之日起国盛金控失去了对

被投资方国盛证券的控制，国盛金控应对国盛证券股权投资改按权益法核算，并

不应将国盛证券纳入合并范围，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对被接管的

国盛证券按照成本法核算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的会计处理是错误的，该错误影响

金额重大；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编制与签署流程存在不符合《会

计法》要求的问题。故，在董事会审议《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议案时，本人

提出反对意见；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董监高书面确认文件中，本人明确说明

不能保证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说明 

注：本说明关于“控制”“失去控制”“重大影响”“子公司”的定义来自《企业会

计准则》；本意见依据当前的接管决定以及执行情况判断作出。 

 

二、公司董事会回复 

1、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3 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制作系

统的要求编制。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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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盛证券为公司核心资产，其并表问题对公司影响重大。公司秉持审慎

性原则，根据《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接管后公司经营情况，经过内部充

分讨论及咨询外部相关机构意见后，公司在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延续将子公

司国盛证券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同时披露了国盛证券不并表的模拟数据，进

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3、公司董事会尊重每位董事发表意见的权利，已与董事赵岑女士就相关异

议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并在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4、董事赵岑女士在异议说明中所述内容为其个人观点，其中部分事项与事

实不符，所下结论缺乏法律依据；其对公司的指责，公司董事会均不予认可，其

行为已对公司市场形象及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合法权益，同时保留对其不当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5、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解聘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此次会议构成《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项下紧急事由的情形，解聘理

由充分，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解聘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在

董事会聘任新的财务总监之前，暂由公司总经理张巍先生代行财务总监职责，该

等任职情形不违反《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 

6、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