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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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8,092,923.78 20,793,667,846.30 -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774,419,025.43 7,630,907,984.22 -37.4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68,129,102.92 -294,074,135.83 939.29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856,488,958.79 11,575,714.02 -24,77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614,049,889.63 -93,102,906.94 -2,707.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6.05 0.09 减少46.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23 0.0021 -24,9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223 0.0021 -24,9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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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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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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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159,325,756 

上海公信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91 159,305,777 0 无   

山东岚桥港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50 136,564,932 0 质押 136,564,932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 1.04 56,902,054 0 无   



非国

有法

人 

梁建业 境内

自然

人 

1.00 54,460,317 0 无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方圆－

东方 43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32 17,417,600 0 无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方圆－

东方 8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31 17,182,080 0 无   

梁稀 境内

自然

人 

0.25 13,747,1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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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信托行业严监管的趋势不断增强，各项监管政策围绕治乱象、防

风险、补短板、促转型，推动行业回归信托本源。公司在前期自查、总结和反思基础

上，聚焦防范、化解经营风险，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稳步推进风险化解的重大事项，

强化资产清收处置力度，较好的维护了和谐稳定的经营秩序。 



（一）高度重视，稳步推进风险化解重大事项 

近年来，由于部分信托项目未能按期兑付引发诉讼事项，公司面临较大流动性风

险，为避免触发系统金融风险，公司经申请批准停牌策划风险化解的重大事项。停牌

期间，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积

极推进风险化解重大事项的各项工作，重组工作组于 4 月份进驻公司，重组方有意在

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下对本公司实施重组。报告期内，公司全力配合重组工作组开

展尽职调查、资产和风险评估、项目债权催收以及兜底项目风险化解的具体工作。 

（二）多措并举，全力开展资产清收相关工作 

清收工作是公司今年的工作重点，公司在认真梳理存续项目资产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阶段性清收目标和具体方案，先易后难注重实效，针对每个项目排出清收处置时

间表，积极采取多种手段如资产转让、资产重组、交易对手再融资、增强风控措施、

破产债权救济、司法保全、诉讼等方式对到期项目进行清收，对底层资产进行变现，

切实落实资产清收工作。上半年公司信托业务兑付本益共 186.97 亿元，其中主动管

理类信托兑付投资者本益 74.21 亿元（含个人投资者 49.74 亿元）；通道类业务兑付

本益 112.76 亿元。同时，通过资产清收，2020 年 1-6月固有业务收取信托报酬 1.53

亿元（其中：当期确认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0.26 亿元），增加了公司固有业务的流动性。 

同时，围绕着委托方资金展期、原状返还、免于追究有关责任等目标开展工作，取得

了部分成果，并积极推动对部分机构的原状返还工作。 

（三）加强管理，积极维护和谐稳定的经营秩序 

（1）积极落实监管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上海银保监局下发的《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意

见告知书》，根据要求积极开展自查和整改工作，管理层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加强合

规文化建设，积极培育公司全员合规意识以及严格按照制度和程序办事的意识，完善

相关审核流程。同时根据 《上海银保监局关于转发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

“回头看”工作的通知》（沪银保监通[2020]25 号），认真组织部署对 2017、2018、2019

年深化整治市场乱象工作自查和监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开展“回头看”工作，进一步

梳理、自查、回顾、评估与总结乱象整治工作，重点针对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影子银

行和交叉金融业务、融资类信托业务以及创新业务等方面进行了自查和整改。 

（2）围绕中心工作优化资源配置 



积极维护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和相关关键岗位人员的稳定，同时推动组织和人员

岗位优化，使更多的力量配置到中心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推行了全新的薪酬管理办法，

明确了薪酬标准及绩效考核执行规则，完成降薪工作。上述工作都为保持正常经营秩

序和后续业务恢复开展提供了基础。 

（3）妥善处理投资者兑付风险 

认真应对公司风险资产所面临的流动性问题，一方面加强清收兑付工作，另一方

面缓释信托产品到期兑付压力，切实加强财富部门与投资者的沟通工作，认真落实投

资者稳定工作，稳定客户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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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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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