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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2019-35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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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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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控股 股票代码 0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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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颖 王成福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

融中心 A 座 15 层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

中心 A 座 15 层 

电话 010-85259007 010-85259036 

电子信箱 sz000416@163.com sz0004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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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7,389,036.09 34,760,796.19 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053,485.85 4,799,666.81 29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629,764.56 4,849,123.58 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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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467,249.98 -112,897,040.34 34.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8 0.0090 29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8 0.0090 29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 0.55% 上升 1.6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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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119,664.29 919,761,485.28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3,589,851.69 871,964,106.98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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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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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泛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6% 119,981,428  质押 119,981,399 

周建国 境内自然人 0.93% 4,929,900    

鞠钱 境内自然人 0.91% 4,850,000    

尹玉臻 境内自然人 0.49% 2,600,000    

陈端 境内自然人 0.41% 2,156,300    

孙贤明 境内自然人 0.40% 2,113,100    

刘晓红 境内自然人 0.39% 2,086,600    

吕守喜 境内自然人 0.38% 2,023,800    

李学锋 境内自然人 0.36% 1,935,601    

蔡镜明 境内自然人 0.35% 1,858,1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周建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29,900 股，合计持有 4,929,900 股；股东鞠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0 股，通过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850,000 股，合计

持有 4,850,000 股；股东陈端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56,300 股，合计持有 2,156,300 股；股东孙贤明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13,100

股，合计持有 2,113,100 股；股东刘晓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25,700 股，通过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900 股，合计持有 2,086,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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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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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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受中美贸易摩擦、金融去杠杆、房地产调控

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对中长期的投资前景缺乏信心和动力，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违约风险激增。中国

经济结构性的问题还未得到扭转，企业经营面临较大的压力和困难。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抓经营、拓市场、增效益”， 坚持严格风控管理，大力推进优化调整，努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主营业务运作稳健开展。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92,511.97万元，比上年末增加0.5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87,358.99万元，比上年末增加0.19%；上半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的营业总收入为3,738.90万元，同比增

加7.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05.35万元，同比增加296.98%。 

    报告期内，典当业务发展方面，公司继续加大对民生典当的支持力度，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为民生典当累计提供财

务资助8000万元，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民生典当积极创新业务种类，在传统业务遭受巨大挑战的情况下，积极探讨

新的业务品种，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同时加强贷前尽职调查、贷中审查及贷后检查，降低业务风险；在保险经纪业务方面，

继续实施优化调整，设立了湖北分公司，人身险业务取得良好开局。在证券投资方面，坚持审慎投资的原则，积极调整投资

方向，重点向收益稳定、波动较小的投资领域发力，减少证券市场大幅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预算管

理，开展降费增效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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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项目：（一）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调整为“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二）

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调整为“应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利润表项目：原列报项目“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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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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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批准报送日期：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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