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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563                           证券简称：陕国投 A                           公告编号：2018-5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陕国投 A 股票代码 0005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玲 孙一娟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24 层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24 层 

电话 （029）81870262/88897633 （029）81870262/88897633 

电子信箱 sgtdm@siti.com.cn sgtdm@siti.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09,054,626.91 519,241,913.85 519,249,134.90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091,751.84 267,518,824.77 267,518,824.77 -2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27,817,461.10 268,097,371.26 268,097,371.26 -15.02% 

其他综合收益（元） -56,642,052.07 -200,071,019.02 -200,071,019.02 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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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2,083,971.75 437,678,355.15 437,678,355.15 5.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0 0.0866 0.0866 -23.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0 0.0866 0.0866 -2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3.45% 3.45% -0.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资产总额（元） 9,878,186,762.91 9,448,211,891.02 9,448,211,891.02 4.55% 

负债总额（元） 1,861,417,311.27 1,517,082,304.51 1,517,082,304.51 2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16,769,451.64 7,931,129,586.51 7,931,129,586.51 1.08% 

 

注：本公司为金融信托企业，证券投资（含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公司的日常主营业务范围之一，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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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该公告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

要求，对投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收益列入非经常性损益。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2017 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本公司自编制 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该会计准

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将 2017 年 1-6 月收到的政府补助 1 万元计入营业收入（其他收益）。 

2.2017 年，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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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编制 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该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将 2017 年 1-6 月营业外支出中资产处置损失

2778.95 元计入营业收入（资产处置收益）。 

3.2017 年，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金融企业应当根据金融企业经营活

动的性质和要求，比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本公司自编制 2017 年年度报表时，相应修订了财务报表格式。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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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4.58% 1,068,628,098 228,628,098   

陕西省高速

公路建设集

团公司 

国家 21.33% 659,335,152 0   

华宝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3% 65,674,362 0   

中广核财务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67% 51,544,008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0% 40,053,600 0   

中节能资本

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85% 26,419,0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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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其他 0.69% 21,290,000 0   

泰达宏利基

金－民生银

行－泰达宏

利价值成长

定向增发 333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55% 16,929,073 0   

重庆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兴国 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34% 10,559,000 0   

重庆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渝信

创新优势拾

壹号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0.34% 10,426,7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均为省属国有独资企业，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陕西省

国资委。 

2.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除第二大股东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

集团公司外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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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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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环境，公司紧盯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点，把握去杠杆、去通道、除嵌套的政策导向，

主动对标资管新规，对表高质量发展，对接新增动能，力促主业转型创新，有效防控风险。同时，全力推动并完成配股工作，

随同进行战略性投资，为公司长远发展布局。经过艰苦努力，公司资本等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信托主业结构和质量进一步

改善，主业收入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公司长远发展基础更为坚实。由于受股市持续下跌影响，公司自有资金证券投资浮亏有

所加大，以前年度参与的上市公司定增加提减值准备等，致使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09亿元，同比减少 1.96%；利润总额

2.73亿元，同比减少 23.70%；实现净利润 2.04亿元，同比下滑 23.71%。从信托主业发展看，上半年公司信托规模因去通

道等而较年初减少 672.16亿元，新增信托项目 149个，新增项目规模 518.70亿元。信托主业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亿元，

同比增长 9471 万元，增幅 23.37%，主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公司长远发展基础更为稳固。 

    （一）强化主业提能力,调优结构推转型。在强监管、控风险、推转型的新形势下，公司积极回归信托本源服务实体经

济，推动传统业务优化升级和创新业务发展。一是适应政策和市场变化，把握资管新规基本精神，强化风控、调整策略、抢

抓机会、有效拓展、谋求升级，力促传统业务模式创新、稳中有进，实现了主业的加快发展；二是积极拓展了一批家族信托、

慈善信托、资产证券化、消费信托、Pre-Reits、财产权信托等创新业务，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对普惠金融业务等进行积极

布局；三是紧抓短板力推财富管理深度变革，大力优化市场化机制，加力财富条线布局，上半年在苏州、合肥等省外重点城

市增设了6个财富中心，同时加大代销渠道等拓展力度，改革成效已显，业务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 

    （二）长短结合重布局，多元运作保发展。一是全力推进配股工作，在艰困市场形势下经过不懈努力，圆满完成配股

增资共计募集22.71亿元，公司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有效拓宽资本运作空间；二是进一步加大金融股权投资力

度，持续落实公司金融资源整合战略。经过协商，公司已签署受让凯撒旅游所持2,260万股永安保险股权协议，目前正在等

待监管部门审批。同时，通过司法查封方式拟增持长安银行股权，若参拍成功，公司将成为长安银行第四大股东。金融股权

投资加力，有望增厚公司当期利润。此外，公司还跟踪了多个投资标的，以求整合更多金融资源；三是在继续开展贷款等融

资业务的同时，通过认购、增信方式继续支持信托业务发展，有效创造当期效益；四是采取多种措施加大资本市场研判力度，

调整优化二级市场投研团队，调整控制投资规模，强化风控机制，捕捉市场机会以求减少浮亏进而实现高盈利。 

    （三）深化改革强管理，夯实基础提效能。公司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进内部管理的改革创新和全面强化：一是积极

推进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建设，为经营层市场化进行有效探索；二是在全国化机构布局基本完成后，继续实施“人才强企”

战略充实专业团队力量，推动大区域协同创新和专业化发展路径探索；三是把握金融科技发展趋势，加大金融信息科技建设

投入，积极强化信息化战略，有效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并防范信息科技风险；四是全面开展“合规建设深化年”活动，狠抓制

度和流程建设，继续修订各类风控制度并完善业务流程，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五是着力提升前中后台一体化运作效

能和协同效率，积极促进业务创新和风险防控；六是根据防控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大风险排查、预警力度，

同时想方设法处置存量风险项目，确保公司安全稳定运行；七是以品牌化为引领，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企业文化建设活

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提升陕国投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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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 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本公司自编制 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该会计准

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将 2017 年 1-6 月收到的政府补助 1 万元计入营业收入（其他收益）。 

2.2017 年，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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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编制 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该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将 2017 年 1-6 月营业外支出中资产处置损失

2778.95 元计入营业收入（资产处置收益）。 

3.2017 年，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金融企业应当根据金融企业经营活

动的性质和要求，比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本公司自编制 2017 年年度报表时，相应修订了财务报表格式。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薛季民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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