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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                    公告编号：2022-001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深证上[2022]756号）同意，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证券代码：“001236”，本次公开发行的100,777,778股股票将于2022年8月5日起上市

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

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

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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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808,310.11  634,916.18 451,077.19 

负债合计 640,093.41  470,249.41 291,180.3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216.70  164,666.77 159,896.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216.70  164,666.77 159,896.80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营业收入 163,986.48  156,137.96 64,524.16 

营业支出 152,995.08  146,510.45 60,212.65 

营业利润 10,991.40  9,627.51 4,311.50 

利润总额 10,921.22  9,270.34 4,158.45 

净利润 8,021.15  6,632.25 2,126.6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21.15  6,632.25 2,126.6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非） 7,841.88 6,983.59 2,248.89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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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560.70  80,306.67 11,191.7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2.47  -31,040.13 195.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2.38  394.57 -9,520.6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5,132.94  48,166.51 2,392.62 

 

财务指标 
2021年/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率（%） 21.85 20.12 13.63 

净资产与股本比率（%） 185.46 181.55 176.29 

固定资本比率（%） 0.89 0.94 0.73 

总资产收益率（%） 5.18 4.74 2.26 

净资产收益率（%） 4.84 4.09 1.31 

营业支出率（%） 93.30 93.83 93.32 

根据《期货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2020年修订）的规定，各指标含义如下： 

1、资产负债率=（总负债-应付货币保证金-应付质押保证金）/（总资产-应付货币保证金-应付质

押保证金）×100% 

2、净资产与股本比率=期末净资产/股本×100% 

3、固定资本比率=（固定资产期末净值+期末在建工程）/年末净资产×100% 

4、总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年初和年末资产（总资产-应付货币保证金-应付质押保证金）的平均

余额×100% 

5、净资产收益率=报告期净利润/报告期加权平均净资产×100% 

6、营业支出率=营业支出/营业收入×100%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2021年12月31日，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

重大事项。 

公司 2022年 1-3月财务报告已由信永中和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

XYZH/2022NJAA20087号）。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之后经审阅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914,628.77 

负债合计 745,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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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819.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68,819.51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同比 

营业收入 21,028.31 18,931.37 11.08% 

营业支出 20,097.65 17,876.20 12.43% 

营业利润 930.66 1,055.16 -11.80% 

利润总额 936.76 1,062.37 -11.82% 

净利润 704.84 973.45 -27.5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4.84 973.45 -27.5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非） 691.61 743.41 -6.97%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同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53.34 7,911.85 252.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08.83 -37,738.55 77.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7.75 18,100.50 -102.6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887.07 -11,561.34 263.36% 

2022年1-3月，公司期货经纪业务稳步发展，风险管理业务规模持续增长，但由于国

内资本市场行情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公司部分自营金融资产投资出现浮动亏损，受此影

响，公司2022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1,028.31万元，较2021年同期增长11.08%；2022年1-3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4.84万元，较2021年同期下降27.59%；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1.61万元，较2021年同期下降6.97%。 

公司2022年1-3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7,853.34万元，较上期同比增长

252.05%，主要系期货市场回暖，公司经纪业务保证金规模大幅增加导致。公司2022年1-

3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308.83万元，较上期同比增加77.98%，主要系投资

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公司2022年1-3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77.75万元，较

上期同比减少102.64%，主要系2021年1-3月收到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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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3月，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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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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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84 

小计 17.38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表示） 4.14 

少数股东损益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3.24 

经公司初步预计，2022年1-6月公司预计营业收入区间为77,800万元至85,600万元，

预计同比变动区间为0%至10%；预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3,400万元至4,080

万元，预计同比变动区间为-25%至-10%；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区间为3,390万元至4,070万元，预计同比变动区间为-24%至-9%。上述2022年1-6月

经营业绩预计情况系公司初步测算结果，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综上，公司预计2022年1-6月公司经营模式、业务范围、业务种类、客户群体、税收

政策等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发行条件的重大不利因素。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期货经纪业务，包括期货及期权经纪手续费净收入、交

易所减收手续费收入、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收入等。报告期内，公司期货及期权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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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别为21,755.72万元、27,402.19万元和34,909.42万元，分别占公司营业收入（扣除

销售货物成本）的69.01%、70.27%和89.24%。 

期货经纪业务受到期货市场、利率市场周期性变化的影响，并且期货公司行业竞争

不断加剧。未来如果出现期货市场或证券市场长期不景气、客户大量流失、佣金率大幅

下滑、期货交易所手续费减收政策重大调整、客户保证金规模大幅下滑、利率水平大幅

走低、保证金利息归属权发生重大变化等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不利因素，公司的盈

利情况将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存在上市当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50%以上，甚至发生

亏损的风险。 

目前，我国期货公司的期货经纪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手续费收入，主要包括经纪手

续费净收入和交易所减收手续费收入，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客户交易规模和手续费率等

因素。报告期内，公司代理客户交易规模（境内）分别为32,706.12亿元、61,628.98亿元

和87,153.93亿元，公司境内期货及期权经纪手续费净收入分别为6,601.07万元、3,701.93

万元和2,968.17万元，手续费率呈下降趋势，如果未来手续费率大幅下降，公司手续费收

入面临大幅下降的风险。 

下表测算了公司境内期货及期权经纪手续费净收入下滑对营业收入的影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境内期货及期权经纪手续费净收入 2,968.17 3,701.93 6,601.07 

营业收入 163,986.48 156,137.96 64,524.16 

营业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 39,116.89 38,994.39 31,523.86 

敏感性分析    

境内期货及期权经纪手续费净

收入降低对营业收入的影响比

例 

-20% -0.36% -0.47% -2.05% 

-30% -0.54% -0.71% -3.07% 

-40% -0.72% -0.95% -4.09% 

境内期货及期权经纪手续费净

收入降低对营业收入（扣除销

售货物成本）的影响比例 

-20% -1.52% -1.90% -4.19% 

-30% -2.28% -2.85% -6.28% 

-40% -3.04% -3.80%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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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是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主要包括客户保证金存款和自有资金存

款产生的利息等。利息收入的规模取决于客户保证金存款和自有资金存款的规模以及存

款利率的高低。报告期内，公司利息净收入分别为9,116.84万元、7,264.47万元和8,411.82

万元。虽然报告期内公司的客户保证金存款和自有资金存款的规模稳中有升，但受存款

利率下降的影响，公司的利息净收入有所波动。 

未来如果利率水平出现大幅下滑，或者客户保证金和自有资金规模大幅下滑，可能

导致公司出现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风险。另外，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如果未来行业政策

发生变化，或者保证金存款利息的分配政策发生变化，公司的利息收入可能存在下滑风

险。 

下表测算了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收入下滑对营业收入的影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7,453.67  5,851.28 6,212.16 

营业收入 163,986.48 156,137.96 64,524.16 

营业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 39,116.89  38,994.39 31,523.86 

敏感性分析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收入降低对营业

收入的影响比例 

-20% -0.91% -0.75% -1.93% 

-30% -1.36% -1.12% -2.89% 

-40% -1.82% -1.50% -3.85%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收入降低对营业

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的影响

比例 

-20% -3.81% -3.00% -3.94% 

-30% -5.72% -4.50% -5.91% 

-40% -7.62% -6.00% -7.88% 

目前，为推动行业发展，国内各期货交易所通过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对收取的

手续费向期货公司进行减收。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交易所手续费减收的金额分别为

8,632.85万元、17,604.80万元和24,293.54万元。 

若未来交易所的手续费减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动，手续费减收金额降低或暂停减收，

将对公司的营业收入水平产生较大影响，可能出现盈利水平大幅波动的风险。 

下表测算了交易所手续费减收金额下降对营业收入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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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交易所手续费减收 24,293.54  17,604.80 8,632.85 

营业收入 163,986.48 156,137.96 64,524.16 

营业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 39,116.89  38,994.39 31,523.86  

敏感性分析    

减收手续费在实际基础上降低对营

业收入的影响比例 

-20% -2.96% -2.26% -2.68% 

-30% -4.44% -3.38% -4.01% 

-40% -5.93% -4.51% -5.35% 

减收手续费在实际基础上降低对营

业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的影

响比例 

-20% -12.42% -9.03% -5.48% 

-30% -18.63% -13.54% -8.22% 

-40% -24.84% -18.06% -10.95% 

 

资产管理业务为近年来期货行业创新业务，发展速度较快，收入来源主要来自管理

费收入和业绩报酬收入。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分别为574.15万元、1,341.55

万元和1,121.62万元。 

管理费收入主要受受托资产规模、管理费率及存续期限等因素影响，业绩报酬则与

受托资产规模、收益率等因素密切相关。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既面临证券公司、基金公

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类似产品的激烈竞争，也面临期货行业

内部其他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激烈竞争。若公司不能在产品设计、市场推广、投资

绩效、客户服务等方面保持竞争力，可能会给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未来由于激烈竞争，公司受托资产规模、管理费率产生大幅下降，公司资产管理业

务收入面临大幅下降的风险。此外，未来相关监管政策出现变化导致新的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或原有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调整，可能会使得公司部

分资产管理产品不符合相关要求，从而导致公司资产管理规模的降低和收入的下降，可

能出现业绩大幅波动的风险。 

下表测算了资产管理业务收入下滑对营业收入的影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1,121.62 1,341.55 5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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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63,986.48 156,137.96 64,524.16 

营业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 39,116.89 38,994.39 31,523.86 

敏感性分析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降低对营业

收入的影响比例 

-20% -0.14% -0.17% -0.18% 

-30% -0.21% -0.26% -0.27% 

-40% -0.27% -0.34% -0.36%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降低对营业

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的

影响比例 

-20% -0.57% -0.69% -0.36% 

-30% -0.86% -1.03% -0.55% 

-40% -1.15% -1.38% -0.73% 

公司通过子公司弘业资本开展大宗商品交易及风险管理业务，主要包括基差贸易、

做市业务、场外衍生品业务、合作套保及仓单服务等。大宗商品交易及风险管理业务可

能存在导致公司承受意外损失的风险。例如，客户或交易对手方可能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交易对手的抵押品价值可能不足。客户或交易对手方的任何重大不付款或不履行义务

情况可能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以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下表测算了公司在报告期内销售货物收入下滑对公司营业收入的影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销售货物收入 125,923.66  119,871.49 33,269.72 

销售货物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 1,054.07  2,727.92 269.42 

营业收入 163,986.48 156,137.96 64,524.16 

营业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 39,116.89  38,994.39 31,523.86 

敏感性分析    

销售货物收入降低对营业收

入的影响比例 

-20% -15.36% -15.35% -10.31% 

-30% -23.04% -23.03% -15.47% 

-40% -30.72% -30.71% -20.62% 

销售货物收入（扣除销售货

物成本）降低对营业收入（

扣除销售货物成本）的影响

比例 

-20% -0.54% -1.40% -0.17% 

-30% -0.81% -2.10% -0.26% 

-40% -1.08% -2.80% -0.34% 

销售货物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下降对营业收入（扣除销售货物成本）影响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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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从事金融投资，以寻求投资回报，投资标的包括股票、

基金、债券、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产品。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不含对联营企业

以及风险管理业务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不含风险管理业务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和分别为5,475.28万元、11,514.44万元和4,314.13

万元。 

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投资产品的内在风险及投资决策不当风险。 

证券市场价格波动可能导致自有资金投资损失。同时，不同投资品种具有各自的风

险特征。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需承担所投资的各类产品自身特性所带来的内在风险。 

由于证券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可能面临经济金融形势误判、证券投资品种选

择失误、证券交易时机选择失误等问题。如果公司未来的投资预测与市场发展变化情况

相背离，那么投资收益可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收益水平，甚至可能出现重大损失，对公司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公司金融资产的价值主要以公允价值计量。如果未来部分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大幅或持续下跌至低于其成本或账面值，则会导致公司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公司的

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 

公司总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共有45家分支机构，

其中20家位于江苏省。报告期内，公司手续费收入中来自江苏省的占比较高，分别为

78.16%、76.00%和79.86%。江苏省为国内经济大省，2021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16,364.2

亿元，迈上11万亿元新台阶，总量位于全国第二，比2020年增长8.6%。如果江苏地区的

经济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者公司在江苏省内的竞争力出现明显下降，可能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境内正在使用的自第三方租赁作为办

公场所的房屋共计46处，其中有6项租赁物业并未在境内主管政府机关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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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法律，已签立的租赁协议必须在有关土地及房地产管理局登记及备案。出

租人与承租人均有责任在有关当局就已签立的租赁协议办理登记及备案。未登记已签立

的租赁协议不会使租赁协议失效，但主管政府机关有权要求公司在规定时限内进行整改，

如果公司未能及时整改，可能会受到相关处罚。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尚未收

到相关部门整改要求。但未来如果相关部门提出整改要求，且公司未能及时完成整改，

公司可能会面临潜在罚款，并可能对公司业务和运营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业务高度依赖IT系统的稳定和有效运行，也受到电信运营商、期货交易所及其

他金融机构的IT系统运行状况影响。公司的期货交易、财务控制、风险管理、会计核算、

客户服务及其他数据处理系统，连同公司总部、分公司和营业部之间的通信网络以及公

司与期货交易所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通信网络正常运行，对公司的业务正常开展至关重要。

公司IT系统的运行存在因人为失误、自然灾害、停电、战争或恐怖主义、火灾、疫情、

硬件或软件故障或缺陷、故意破坏公物的行为、计算机病毒、垃圾邮件攻击、未经授权

存取、数据丢失或泄漏、客户失误或不当使用、缺乏适当维护或监控等类似事件而导致

中断的风险。 

如公司未能有效地管理外部IT开发商、承包商和供应商及其产品和服务，则公司的

各种IT系统和平台可能会出现系统故障、软件或平台不兼容以及同步处理、数据传输和

数据管理方面的问题。 

公司的信息处理或通信系统长时间中断或出现故障将限制公司代表客户和为自身执

行指令的能力，并可能导致财务损失、客户投诉、客户或客户代表提起诉讼或仲裁申诉

以及监管调查及处罚，并对公司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如果大宗商品及金融市场

出现大幅度波动，公司或客户因计算机及通信系统及网络中断或故障而产生重大财务损

失，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随着期货创新业务的不断推出和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期货信息及交易系统必然需

要不断升级、更新、整合以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了保持技术领先性和在竞争中的有

利地位，本公司需要不断投入资金进行信息技术设备、软件等的升级，这将增加公司的

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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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公司经营业绩与证券期货市场的行情走势存在相关性。2022年1-3月A股市场整

体成交额约为58.43万亿，与2021同期整体成交额54.75万亿相比略微上涨6.73%，2022年

一季度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和沪深300收盘指数分别下跌10.65%、18.44%和14.53%。同行

业上市期货公司2022年1-3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21年1-3

月同期水平平均下滑27.17%。 

受上述市场环境变化对公司金融资产投资业务的影响，公司经审阅的2022年1-3月营

业收入较2021年1-3月同期水平上涨11.08%，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和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2021年1-3月同期水平分别下滑27.59%、

27.59%和6.97%。同时预计2022年1-6月营业收入、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和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21年1-6月同期水平变化区间分别为

0%至10%、-25%至-10%、-25%至-10%和-24%至-9%。若市场行情持续低迷下行，公司可

能出现2022年全年经营业绩相比2021年同期水平下滑的风险。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

别关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

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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