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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恕慧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勇高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潘永兴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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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公司、越秀金控 指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21 年第一季度（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期初 指 2021 年 1 月 1 日 

期末、报告期末 指 2021 年 3 月 31 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越秀集团 指 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广州越秀金控 指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资产 指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越秀租赁 指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越秀产业基金 指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期货 指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恒运 指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国发 指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 指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越企 指 广州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交投 指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万力集团 指 广州万力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 指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城投 指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城启 指 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证券 指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变更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 指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金控向中信证券出售剥离广州期货 99.03%股份、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01%股权的广州证券 100%股份。其中公司出售其

持有的广州证券 32.765%股份，广州越秀金控出售其持有的广州证券 67.235%

股份。中信证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支付前述交易对价 

注：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数据直接加总数在尾数上略有差异，该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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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重大资产出售项目完成后，根据公司申请，经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行业分类专家委员会确定，证监会核准并发布《2020

年 2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属行业由“金融业-资本市场服务”变更为“金融业-其他金融业”。按照“金融业-其他

金融业”的信息披露要求，财务信息披露由金融业口径变更为一般企业口径，公司因此对上年同期已披露的相关科目进行同

步调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元）  2,346,171,473.10   4,484,476,501.54   1,799,541,460.58  3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9,415,712.10   3,525,174,206.66   3,525,174,206.66  -8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65,033,226.72   246,294,366.44   246,294,366.44  129.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363,684.78   -1,426,509,034.01   -1,426,509,034.01  73.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7   1.281   1.281  -83.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7   1.281   1.281  -83.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 18.75% 18.75% 下降 16.3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6,276,270,233.23  124,046,119,823.04  124,046,119,823.04  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868,175,974.39   23,446,969,196.89   23,446,969,196.89  1.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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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8.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169,481.37 主要是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05,711.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46,730.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2,264.71  

合计 4,382,4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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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6,096,865.63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资产、越秀产业基金及

广州期货等为金融或者类金融企业，对金融

资产的投资属于主营业务，故不属于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6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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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秀集团 国有法人 43.82% 1,206,365,452 0 - - 

广州恒运 国有法人 11.69% 321,787,238 0 - - 

广州国发 国有法人 10.75% 295,925,000 0 - - 

广州地铁 国有法人 5.72% 157,582,789 0 - - 

广州越企 国有法人 3.17% 87,372,229 85,298,869 - - 

广州交投 国有法人 1.53% 42,134,830 0 - - 

万力集团 国有法人 0.75% 20,754,484 0 - - 

广州白云 国有法人 0.58% 15,882,065 0 - - 

广州城投 国有法人 0.57% 15,729,326 0 - -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0% 13,857,766 0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越秀集团 1,206,365,452 人民币普通股 1,206,365,452 

广州恒运 321,787,238 人民币普通股 321,787,238 

广州国发 295,9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9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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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 157,582,789 人民币普通股 157,582,789 

广州交投 42,134,830 人民币普通股 42,134,830 

万力集团 20,754,484 人民币普通股 20,754,484 

广州白云 15,882,065 人民币普通股 15,882,065 

广州城投 15,729,326 人民币普通股 15,729,3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857,766 人民币普通股 13,857,766 

广州城启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州越企为越秀集团全资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越秀集团、广州恒运、

广州国发、广州地铁、广州交投、万力集团、广州白云及广州城投均为国家出资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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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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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公司资产负债表科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主要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5,663,893,484.61 8,130,692,892.90 92.65% 主要是业务投放储备资金增加 

结算备付金 11,709.90 126,736,403.01 -99.99% 主要是量化投资业务规模减少 

预付款项 211,872,960.98 45,607,602.12 364.56% 主要是预付不良资产收购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92,549,313.16 108,919,849.14 76.78% 主要是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保证金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37,646,333.37 340,329,947.51 -30.17% 主要是债券质押业务减少 

存货 540,646,260.32 381,265,074.71 41.80% 主要是期货仓单业务规模增长 

其他债权投资  244,342,843.92 -100.00% 主要是投资项目款收回 

使用权资产 88,207,204.90 不适用 - 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8,790,129.51 687,109,975.41 -78.35% 主要是收回委托贷款投资款项 

应付票据 261,084,800.00 484,900,000.00 -46.16% 主要是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应付账款 6,176,212.54 18,088,285.31 -65.86% 主要是应付融资租赁设备款减少 

其他应付款 1,025,323,641.43 1,892,589,637.61 -45.82% 主要是向越秀集团拆借款减少 

租赁负债 86,065,354.70 不适用 - 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171,662,212.11 -76,333,117.82 -124.89% 
主要是按权益法核算中信证券其他综

合收益变动影响 

2、公司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科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主要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利息收入 1,450,881,380.84   1,128,027,937.33  28.62% 主要是融资租赁、不良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增长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24,868,672.95   174,203,697.57  29.08% 主要是融资租赁及基金管理业务规模增长 

不良资产管理处置业

务收入 
 133,092,966.60   34,435,654.12  286.50% 主要是不良资产包处置规模增加 

其他业务收入  537,328,452.71   462,874,171.56  16.09% 主要是期货仓单业务规模增长 

利息支出  906,834,395.96   812,255,225.48  11.64% 
主要是融资租赁、不良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增长，

对外融资规模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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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成本  521,695,272.28   451,272,326.87  15.61% 主要是期货仓单业务规模增长 

税金及附加  7,883,100.83   11,619,224.23  -32.15% 
主要是上年同期包含了重大资产出售项目的印

花税，本期无相关影响 

管理费用  238,896,349.69   170,956,689.99  39.74% 主要是业务规模增长，期间人工成本增加 

财务费用  -52,802,240.44   -24,775,380.76  -113.12% 
主要是存量资金规模上升，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相应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93,826,915.44   3,366,073,895.35  -88.30% 

主要是上年同期包含了重大资产出售项目的投

资收益，本期无相关影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23,611,555.33   106,312,957.19  - 主要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本期结转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86,176,204.57   -36,689,115.45  134.88% 

主要是融资租赁业务规模及不良资产管理规模

增加 

营业外收入  2,322,401.78   12,654,178.17  -81.65% 
主要是收到与非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减少 

所得税费用  211,917,267.55   155,589,450.93  36.20% 主要是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95,329,094.29   1,905,018.08  - 

主要是权益法核算中信证券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8,363,684.78   -1,426,509,034.01  73.48% 主要是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04,067,846.57  -15,431,976,414.17  83.13% 

主要是上年同期重大资产出售项目使得处置子

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现金流出增加，本期无相

关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872,483,842.35   5,346,098,036.24  84.67% 

主要是公司债、私募债、中期票据、超短期融

资券等直接融资、银行借款增加，以及子公司

吸收少数股东投资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6,890,063,947.67  -11,512,328,491.02  - 主要是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流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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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1、报告期内直接融资工具发行情况 

发行主体 债券类别 债券名称 发行批文 
发行规模 

（亿元） 
起息日 期限 利率 

越秀金控 超短期融资券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中市协注〔2020〕SCP716 号 8.00 2021 年 3 月 16 日 120 日 2.75% 

越秀金控 超短期融资券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中市协注〔2020〕SCP716 号 8.00 2021 年 3 月 23 日 150 日 2.88% 

越秀金控 短期融资券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中市协注〔2020〕CP159 号 8.00 2021 年 1 月 15 日 365 日 2.98% 

越秀金控 公司债券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证监许可〔2020〕530 号 10.00 2021 年 1 月 19 日 3+2 年 3.59% 

广州资产 公司债券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证监许可〔2020〕2162 号 10.00 2021 年 1 月 22 日 3 年 3.79% 

广州资产 中期票据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市协注〔2020〕MTN868 号 10.00 2021 年 3 月 10 日 3 年 3.88% 

越秀租赁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中市协注〔2019〕PPN305 号 8.00 2021 年 2 月 7 日 2+1 年 4.50% 

越秀租赁 超短期融资券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中市协注〔2019〕SCP324 号 6.00 2021 年 3 月 18 日 120 日 3.10% 

越秀租赁 超短期融资券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中市协注〔2019〕SCP324 号 8.00 2021 年 3 月 29 日 150 日 3.15% 

越秀租赁 资产支持票据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小微资产支持票据 
中市协注〔2021〕ABN13 号 5.00 2021 年 3 月 9 日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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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租赁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中信证券-广证-越秀租赁 

第 4 期普惠型小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深证函〔2019〕438 号 8.74 2021 年 3 月 16 日 注 2 

注 1：本资产支持票据优先级和次级发行详情：优先 A1 级发行规模为 2.75 亿元，期限为 139 日，利率为 3.65%；优先 A2 级发行规模为 2.00 亿元，期限为 504 日，利率为 3.75%；

次级发行规模为 0.25 亿元，期限为 596 日。 

注 2：本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优先级和次级发行详情：优先 A1 级发行规模为 4.30 亿元，期限为 342 日，利率为 3.70%；优先 A2 级发行规模为 2.73 亿元，期限为 706 日，利率为 3.90%；

优先 A3 级发行规模为 1.27 亿元，期限为 979 日，利率为 4.10%；次级发行规模为 0.44 亿元，期限为 1,345 日。 

2、对主要控股参股公司的股权投资情况 

（1）对广州资产增资 

2021 年 1 月，根据战略布局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决策权限内同意对控股子公司广州资产增资，公司与广州市欣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对广州资产

增资 16 亿元，其中公司增资 15.67 亿元。广州资产于 2021 年 3 月完成本次增资工作，增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65%提升至 71%。 

（2）战略增持中信证券股份 

2020 年末，公司及广州越秀金控合计持有中信证券 A 股 809,867,629 股，占中信证券总股本的 6.26%。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基于战略布局及市场研判，在决策权限内授

权广州越秀金控择机增持中信证券股份 H 股。截至报告期末，广州越秀金控通过沪港通持有中信证券 H 股 106,494,000 股，公司及广州越秀金控合计持有中信证券股份 916,361,629

股，占中信证券总股本的 7.09%，全部按照权益法予以会计处理。 

3、其他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股份回购相关事项。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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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 

本期购买 

金额 

本期出售 

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资管计划 不适用 

 广州证券红棉安心回报

年年盈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X1701、1706、1711

期  

 100,000   公允价值计量   97,412        97,41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持有基金

份额 
不适用 

 人保越秀产业投资基金

（广东）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6,164   公允价值计量  44,857     1,307     1,093   46,164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持有基金

份额 
不适用 

 三峡金石（武汉）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9,189   公允价值计量   39,189        39,18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持有基金

份额 
不适用 

 嘉兴金石青汭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999   公允价值计量   24,999        24,99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信托产品 不适用 
 安如 2021 年第一期财

产权信托  
 24,896   公允价值计量      24,896     24,896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信托产品 不适用 

 建鑫 2020 年第三期不

良资产支持证券之优先

档及次级档  

 23,035   公允价值计量   23,035        23,03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持有基金

份额 
不适用 

 广州国资产业发展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20,200   公允价值计量   23,282   -25      -25   23,257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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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信托产品 不适用 

 中航信托天翼系列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工元

至诚第六期、七期  

 21,272   公允价值计量   21,272          21,27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信托产品 不适用 

 招银和智 2019 年第七

期个人消费贷款资产支

持证券次级档  

 21,000   公允价值计量   21,000       199   21,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信托产品 不适用 
 兴银 2020 年第六期信

贷资产支持证券  
 20,000   公允价值计量   20,000       247   2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654,784  --  689,082   1,330     159,072    173,502   5,668  675,982   -- -- 

合计  995,539  --  1,004,128   1,305    185,275   173,502   7,182  1,017,20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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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无股权融资募集资金，公司债的募集资金使用与对应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0,500 10,50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9,548 13 0 

合计 40,048 10,513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平台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年3月

26 日 

“越秀金控投

资者关系”微

信小程序 

参加越秀金控 2020 年度

网上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2020 年年度报告》分析、全

面战略转型概况及 2020 年度

经营管理情况等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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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恕慧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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