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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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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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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60,796.19 35,733,857.93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99,666.81 14,357,722.99 -6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4,849,123.58 6,594,268.69 -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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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897,040.34 -46,029,618.19 -145.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0 0.0270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0 0.0270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1.64% 减少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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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713,685.96 942,772,512.15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4,002,490.73 875,772,634.32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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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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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81,400 

红槿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8% 22,215,673    

鞠钱 境内自然人 1.48% 7,856,500    

周建国 境内自然人 0.93% 4,929,900    

张玉敏 境内自然人 0.53% 2,800,000    

尹玉臻 境内自然人 0.52% 2,785,000    

邱伟豪 境内自然人 0.43% 2,313,185  质押 2,010,000 

孙贤明 境内自然人 0.40% 2,113,100    

李学锋 境内自然人 0.38% 2,035,601    

李建辉 境内自然人 0.35% 1,8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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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6,500 股，合计持有 7,856,50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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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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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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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宏观经济增速下降，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信用风险逐渐增大。公司以不断提高风

险意识、强化风险管理为基础，努力推进现有业务发展；以提质增效为目的，围绕公司经营、基础管理、制度机制实施优化

调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89,971.37万元，同比减少4.5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85,400.25万元，同比下降2.49%；上半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的营业收入为3,476.08万元，同比下降2.7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9.97万元，同比减少66.57%。净利润下降主要原因为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减少。 

报告期内，民生典当把项目风险管理摆在首位，积极调整客户结构，审慎开展典当业务，同时公司根据民生典当的资金

需求，适当加大对民生典当支持力度，2018年上半年公司典当业务努力克服不利局面，实现营业收入2,839.59万元。 

报告期内，民生保险经纪重组内部运营架构，推出市场导向的考核激励政策，鼓励员工大力拓展市场，同时继续加强内

部管理，经营业绩实现较大突破，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36.4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0.28%，实现净利润129.04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03.35%。 

报告期内，资本市场整体大幅下行，对公司2018年上半年证券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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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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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批准报送日期：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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