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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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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信信托 600816 鞍山信托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岗   

电话 021-63410710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海通

证券大厦29楼 

  

电子信箱 600816@anxintrus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9,807,898,522.58 31,536,201,940.49 -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2,507,095,562.56 12,011,949,119.20 4.1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4,074,135.83 1,226,243,556.11 -123.98 

营业收入 134,215,869.78 1,613,364,140.54 -9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575,714.02 1,078,505,583.82 -9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3,102,906.94 916,800,266.55 -11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09 6.95 减少6.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21 0.1972 -98.9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21 0.1972 -98.9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7,1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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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52.44 2,867,929,342 204,847,399 冻结 2,017,929,34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

法人 

4.41 241,360,938   无   

上海公信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3.33 182,086,577 182,086,577 无   

瀚博汇鑫（天津）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91 159,325,756 159,325,756 质押 158,016,927 

山东岚桥港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5 136,564,932 136,564,932 质押 136,564,932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2.08 113,804,108 113,804,108 无   



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法人 

0.91 49,542,24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

法人 

0.88 48,078,419   无   

梁建业 境内

自然

人 

0.33 18,070,847   无   

广东西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西域诚长稳赢壹号私

募基金 

其他 0.31 17,095,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中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高天国先生控制的企业，其余股东本公司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但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中美贸易

摩擦等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托行业面临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挑战。报告期内公司

积极调整公司业务、防范化解风险。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完成董监事会换届，实现管理层平稳过渡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开展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聘任了新一届高管人员，公司治理结构

不断完善、高管队伍得以加强，新加入的高管人员具备丰富的金融业运营和管理经验，管理层新

老搭配，以“中生代”中坚力量为主，能够更好地应对资管新规时代发展模式革新升级的挑战，

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调整业务策略，夯实业务基础 

    近年来受经济环境变化和行业监管政策调整的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持续下降，市场流动性偏

紧，市场环境变化给金融同业特别是以信托为代表的中小非银机构面临较大压力,公司部分信托项

目出现逾期的情况。公司根据前期确定的策略方向推动落实固有业务调整工作，坚持安全性、流



动性、低风险性的原则，对现有业务进行梳理，稳步推进风险资产的处置，积极回笼资金从而保

障自有资金服务主业。在信托业务上，公司继续根据资管新规的要求对存量项目进行全面梳理，

排查信托项目风险，调整产业布局，2019 年上半年，公司 50%以上的信托资产投向于实业领域，

主动管理业务占比进一步提升，继续坚持以金融力量支持实业发展。 

（三）加大直销能力建设，完善财富管理布局 

在资管新规时代，主动管理业务将成为信托业转型的必然方向，财富管理则为其中的重要抓

手。报告期内，公司以财富管理业务作为战略性业务积极培育，引入“财富合伙人”等机制，通

过长期激励提升核心团队积极性和客户留存度；在西安、郑州派驻财富管理团队，现已派驻财富

团队的城市已达 15座，财富网络已覆盖了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重点城市。公司以突出的主动管理

能力为依托，通过丰富产品多样性、串联完整服务链条、强化多元服务渠道建设等多方面改善客

户体验，以客户为中心着力打造信托行业特色的“财富管理平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 

（四）进一步加强合规风控建设 

在合规建设方面，坚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防范风险”的目标，结合金融乱象整治专项

治理工作和资管新规监管要求的落实，对现存业务进行了自查、回顾、评估、总结和整改；同时，

推动建立合规建设长效机制，通过全方位的合规风控培训、风险提示、业务指导、讲座培训、案

件防控等多种形式提升员工的合规意识，营造“全员主动合规、合规创造价值”的合规文化。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风险管理， 继续完善和加强“三道防线”风险管理体系，建立流动性风险

管理的长效机制，提高资金配置计划性和匹配性，提高现金流的测算准确性，最大程度的防范和

避免流动性风险， 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风险管理专业化水平，继续加大对专家库的遴选工

作和行业专家的访谈力度，继续高标准地做好投贷后监管工作，为项目后续监管构筑保障体系。 

（五）防范化解经营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排查风险，严控增量风险、压缩存量风险，通过积极催收、处置变现资产

等多种途径努力做好到期信托项目的兑付工作，力求确保尽早向委托人兑付，并做好投资者沟通

和信息披露等工作；同时，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公司将依据相关法规积极采取包括控股股东回拨以

前年度分红、资产变现等方式支持公司的业务发展。 

公司将进一步强化问责机制，在落实薪酬延付扣减制度基础上，一方面加强责任追究，对前

期造成固有投资和信托项目风险的责任人开展严格的内部问责，包括对已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及

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开展责任追究，对近三年年度绩效奖金予以追回，同时对现任高管从本年度下

半年起予以减薪。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421.5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57.57万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及银行业监管机构相关监管规

则，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财务报表格式，同时废止《信托业务准备

金计提制度》，自 2019年 1月 1日起不再计提信托业务准备金。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执行不会对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

产生影响；财务报表格式的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之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均无影响。对信托业务准备金计提的调整仅是对负债与所有

者权益相关科目进行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