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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7                           证券简称：越秀金控                           公告编号：2020-013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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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本摘要简称与年报全文释义部分一致。  

公司全体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不适用  

公司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2,752,884,75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7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在本分配预案实

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发行新股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本预案尚需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越秀金控 股票代码 00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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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勇高 张耀南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 63 楼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 63 楼 

传真 020-88835128 020-88835128 

电话 020-88835125 020-88835130 

电子信箱 yxjk@yuexiu-finance.com yxjk@yuexiu-financ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业务概要 

2019年，公司通过收购广州资产少数股权并完成增资、新设越秀金控资本、出售广州友谊、广州证券与中信证券合并重
组等一系列举措，顺利推进“两进一出一重组”全面战略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如下： 

广州证券：证券业务，主要包括经纪业务、资产管理、固定收益、投资银行、投资业务以及其他证券业务。 

广州资产：不良资产管理业务，主要包括广东省区域内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重组盘活等业务。 

越秀租赁：融资租赁业务，主要包括售后回租和直接租赁等融资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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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产业基金：产业基金管理业务，主要包括股权投资、夹层投资、母基金投资及量化投资等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越秀金控资本：资本投资业务，主要包括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夹层投资、证券投资及特殊机会投资等业务。 

广州担保：融资担保业务，主要包括融资担保、非融资担保等业务。 

广州期货：期货业务，主要包括商品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金融期货经纪等业务。 

越秀金科：金融科技业务，主要包括越秀金控及子公司的业务系统和风险系统建设等业务。 

2020年1月，按照广州证券与中信证券合并重组的总体方案，公司向广州证券回购广州期货股份及金鹰基金股权，广州
证券100%股份已过户至中信证券。目前，公司控股广州资产、越秀租赁、越秀产业基金、越秀金控资本、广州担保、广州

期货、越秀金科，并将在广州证券与中信证券合并重组项目完成后持有中信证券5%以上股份。公司逐步构建起以资产管理、

融资租赁、资本运营为核心业务单元，以中信证券股份作为战略投资的新发展结构，进一步聚焦核心优势业务，推进各板块

协同发展。 

（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主要业务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证券期货行业 

证券行业：2019年，证券市场行情回暖，股票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沪深两市总成交金额126.95万亿元，同比增长41.6%；

融资融券余额10,193亿元，较年初增长34.8%。科创板注册制试点加快了新股发行速度，全年IPO募资2,532亿元，同比增长

83.8%。受益于市场环境改善，证券行业经营业绩有所回升。（数据来源：Wind）  

期货行业：2019年，受股指期货松绑、品种加快上市以及黄金、原油等品种交投活跃影响，期货市场活跃度回暖，全年

累计成交量、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30.81%和37.85%。同时，期货经纪业务同质化竞争叠加交易所减免整体下滑导致综合手
续费率趋于下行，期货公司传统业务经营压力较大，风险管理子公司业务成为新的发力点。（数据来源：中国期货业协会） 

不良资产管理行业 

受经济结构调整、金融严监管基调延续和金融资产分类管理加强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继续攀升，不良贷

款率维持高位。截至201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41万亿元，较年初增加3,88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86%，较年
初增加0.06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11月末，广东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286亿元，不良贷款率1.25%，信贷资产质

量保持平稳。（数据来源：银保监会） 

目前，国内不良资产管理行业“4+2+N+AIC”格局基本成型，参与主体趋于多元，处置手段日益丰富，市场竞争愈加激烈。 

融资租赁行业 

2019年，融资租赁行业进入并轨监管时代，面临更高的规范发展要求；行业竞争激烈，整体资产规模及业务规模增速放
缓。截至2019年9月末，全国融资租赁企业总数约1.2万家，较2018年末增长2.1%；行业注册资金约合3.3万亿元，较2018年

末增长1.7%；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6.7万亿元，较2018年末增长0.5%。（数据来源：中国租赁联盟） 

私募股权投资行业 

2019年，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持续面临结构性“募资难”问题，投资节奏显著放缓，科创板开板一定程度拓宽项目退出渠道，
但整体退出速度及回报水平趋于下滑。截至2019年12月末，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2.45万家，同比增长0.09%，管理基金规

模达13.74万亿元，同比增长7.52%，增速显著回落。其中，私募股权、创业投资管理人合计1.49万家，管理基金规模达9.74

万亿元；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中管理规模在100亿元及以上的有262家，占管理人总数的1.07%。（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越秀金控是国内首个地方金控上市平台，2019年维持中诚信“AAA”信用评级。 

广州证券2019年12月的总资产、净资产、净资本分别排名行业第58位、第48位、第51位；2019年证券业务分类结果为

BBB（数据来源：中国证监会）。 

广州资产是广东省第二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43.70亿元，资本实力位居全国地方AMC前列，2019年维持中诚

信“AAA”信用评级，并于2020年1月被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授予Baa3长期和Prime-3短期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评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于2020年2月被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惠誉国际评级有限公司授予BBB的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

评级展望为稳定。 

越秀租赁注册资本81.4亿港元，资本实力位居外商系融资租赁公司前列，2019年维持中诚信“AAA”信用评级。 

越秀产业基金在管基金规模在全国私募基金管理机构中排名前列，是全国262家资产管理规模超100亿元的私募基金管理
人之一。（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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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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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元） 8,371,976,599.05 6,670,960,235.45 25.50% 5,330,992,02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78,887,864.23 449,984,788.90 161.98% 633,318,75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6,182,433.15 423,678,430.07 -44.25% 611,150,031.14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元） 1,284,826.00 74,907,086.58 -98.28% -111,014,39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381,533,439.56 321,177,248.48 952.86% -9,525,242,223.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8 0.195 119.49% 0.2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8 0.195 119.49% 0.2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8% 3.31% 增加 3.77 个百分点 5.0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元）  114,533,786,509.50  96,901,389,497.36 18.20% 76,740,177,720.86 

负债总额（元）  91,208,246,611.30  77,158,517,992.58 18.21% 58,397,580,68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034,783,094.80  16,827,354,772.37 1.23% 12,887,447,037.59 

 

母公司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元） 1,410,933,699.11 812,996,905.57 73.55% 249,046,965.58 

净利润（元） 996,243,788.57 844,384,168.07 17.98% 247,183,752.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40,069,927.06 844,384,112.50 - 247,183,752.41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元） -23,389.16 78,147,334.77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71,209,990.40 -1,763,002,977.66 5.21% 507,150,294.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元） 28,880,679,691.98 25,425,905,337.66 13.59% 13,553,835,264.57 

负债总额（元） 9,382,701,454.97 6,540,027,684.32 43.47% 1,656,312,892.66 

所有者权益总额（元） 19,497,978,237.01 18,885,877,653.34 3.24% 11,897,522,3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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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合并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57,411,064.82 2,971,235,395.24 1,853,097,473.28  1,490,232,66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141,613.69 895,859,142.90 175,819,677.18  -161,932,56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5,602,044.29 -33,701,293.82 164,258,834.78  -159,977,152.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7,526,168.29 543,882,189.73 -2,773,512,976.49 2,743,638,058.03 

 

母公司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922,937.52 1,525,906,210.45 -58,681,045.08  -30,368,528.74  

净利润 -26,539,378.28 1,100,146,337.11 -30,234,429.79  -47,128,740.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539,378.28 -135,649,264.91 -30,734,429.79  -47,146,85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2,978,006.63 -1,874,193,154.33 901,759,240.47  -45,798,069.9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3）广州证券母公司净资本及有关风险控制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核心净资本 6,638,978,106.19 7,424,059,813.78 -10.57% 

附属净资本 1,640,058,633.90 3,666,082,087.46 -55.26% 

净资本 8,279,036,740.09 11,090,141,901.24 -25.35% 

净资产 10,294,868,949.86 10,839,947,792.42 -5.03% 

净资本/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 293.41% 194.86% 增加 98.55 个百分点 

表内外资产总额 20,477,376,573.52 39,830,728,915.16 -48.59% 

风险覆盖率 293.41% 194.86% 增加 98.55 个百分点 

资本杠杆率 32.81% 18.90% 增加 13.91 个百分点 

流动性覆盖率 2,956.36% 280.29% 增加 2,676.07 个百分点 

净稳定资金率 178.07% 166.75% 增加 11.32 个百分点 

净资本/净资产 80.42% 102.31% 减少 21.89 个百分点 

净资本/负债 86.03% 40.88% 增加 45.15 个百分点 

净资产/负债 106.97% 39.96% 增加 67.01 个百分点 

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

净资本 
3.87% 4.58% 减少 0.71 个百分点 

自营固定收益类证券/净资本 40.44% 214.97% 减少 174.5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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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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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41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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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国发 国有法人 13.90% 382,681,500 0   

广州恒运 国有法人 11.69% 321,787,238 0   

广州地铁 国有法人 6.12% 168,539,325 0   

广州越企 国有法人 3.55% 97,687,629 85,298,869   

万力集团 国有法人 1.53% 42,134,831 0   

广州交投 国有法人 1.53% 42,134,830 0   

广州城投 国有法人 1.50% 41,184,830 0   

广州富力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5% 37,175,527 0   

广州城启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2% 28,009,042 0 

质押 27,000,000 

冻结 28,00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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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发、广州
恒运、广州地铁、万力集团、广州交投、广州城投为国家出资企业。除上述关系外，本公司未

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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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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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15 广证债 122407.SH 2020 年 07 月 24 日 95,250 

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为
3.90%；存续期第三年末调整后
2 年债券票面利率为 5.25%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 

15 广证 G2 136115.SH 2020 年 12 月 21 日 100,000 

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为
3.50%；存续期第三年末调整后

2 年债券票面利率为 4.65%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越租 01 112587.SZ 2022 年 09 月 19 日 140,000 4.92%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越租 01 112830.SZ 2023 年 12 月 20 日 100,000 4.68%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9 越租 01 112839.SZ 2024 年 01 月 10 日 60,000 4.1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2019 年 6 月 14 日，支付 17 广证 01 本金及自 2018 年 6 月 14 日至 2019 年 6 月 13 日期间的利
息；2019 年 7 月 24 日，支付 15 广证债自 2018 年 7 月 24 日至 2019 年 7 月 23 日期间的利息；

2019 年 12 月 23 日，支付 15 广证 G2 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期间的利息；

2019 年 9 月 19 日，支付 17 越租 01 自 2018 年 9 月 19 日至 2019 年 9 月 18 日期间的利息；2019

年 12 月 20 日，支付 18 越租 01 自 2018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9 日期间的利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9年5月14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广州证券进行了跟踪评级，主体及债项评级均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评级结果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19年6月26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越秀租赁进行了跟踪评级，主体及债项评
级均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级结果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广州证券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22,157 95,485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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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 239.75% 125.27% 上升 114.48 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 65.71% 77.79% 下降 12.08 百分点 

速动比率 211.80% 106.76% 上升 105.04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45% 3.46% 下降 1.01 个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0.19  0.65 -70.77%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7.00  10.01 69.83%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29  0.71 -59.1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超过 30%的主要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同比下降，主要是利润总额和利息支出同比下降； 

2.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同比上升，主要是本年长短期融资规模大幅缩减； 

3.现金利息保障倍数同比上升，主要是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4.利息保障倍数和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同比下降，主要是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同比下降。 

 

2、越秀租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257,305 187,190 37.46% 

流动比率 112.71% 98.37% 上升 14.34 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 81.20% 77.57% 上升 3.63 个百分点 

速动比率 112.71% 98.37% 上升 14.34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7.32% 6.87% 上升 0.45 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1.69   1.80  -6.11%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0.07   -3.29  97.87%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69   1.80  -6.11%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超过 30%的主要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同比上升，主要是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2.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同比上升，主要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概述 

2019年，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公司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紧紧围绕“战略聚焦强基础，

协同发展提质量”的工作主题，全面推进战略转型，提高经营质量。 

（1）“两进一出一重组”全面战略转型顺利推进，发展格局稳步提升。 

在2018年底正式启动全面战略转型基础上，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将广州资产纳入合并报表，7月初完成对广州资产20%

股权的收购，持股比例升至58%，10月末完成对广州资产增资，持股比例升至64.90%。2019年2月，越秀金控资本正式设立，

注册资本50亿元，确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领先的资本运营平台的发展战略，并迅速完成投资、风控体系及配套政策、制度建

设，快速打开业务局面，当年实现盈利。2019年上半年，公司高效完成百货业务置出项目，实现投资收益约13.47亿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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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向金融主业聚焦。2019年12月，证监会核准中信证券向公司及广州越秀金控发行股份购买剥离相关资产后广州证券的重

组事项；2020年1月，公司完成广州证券股权变更，预计将于2020年取得中信证券支付的股份对价。未来，公司将聚焦不良

资产管理、融资租赁、资本运营等优势业务，稳步提升发展格局。 

（2）整体经营态势稳中向好，不良资产管理、融资租赁等业务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83.72亿元，同比增长25.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79亿元，同比增长

161.98%，其中，不良资产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16.18亿元和4.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4.47%和72.08%；

融资租赁业务实现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27.99亿元和7.8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00%和26.16%；产业基金管理业务实

现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1.85亿元和0.84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2.55%和35.88%；越秀金控资本开局良好，全年实现投资

投放和净利润分别为24.31亿元、0.51亿元。 

（3）专业化转型步伐加快，进一步聚焦基础和优势业务。 

2019年，公司加速各板块专业化转型，夯实基础经营能力，拓展差异化竞争优势。其中，广州资产聚焦不良资产管理主
业，在扩大管理规模、加速处置周转的同时，积极探索重组整合业务，全年新增不良资产管理规模470亿元，实现净利润4.63

亿元，同比提升72.08%；越秀租赁深化专业化转型，不断优化投放结构，扩大普惠租赁业务的规模；越秀产业基金努力克
服竞争加剧和“募资难、投资难、退出难”的行业趋势影响，加强资金募集，提升投资项目质量；越秀金控资本聚焦协同，整

合资源，设立首年即实现净利润0.51亿元。 

（4）融资能力持续增强，成本显著降低。 

公司及子公司拥有多元的融资渠道，与银行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充足的银行授信额度，具备较强的短期和中长期融

资能力，公司充分利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进行融资，涉及公司债、次级债、中期票据、短融、超短融、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PPN）及资产支持专项计划（ABS）等。2019年，借助越秀金控、广州资产及越秀租赁均维持“AAA”信用评级的优势，

公司加强市场研判，抓住资金面相对宽松的窗口机遇进行融资，控制融资成本，优化融资结构，积极推进境外发债，穆迪授
予广州资产首次Baa3/Prime-3评级。全年新增融资平均成本4.45%，同比下降79个BP。  

（5）组织管控变革持续推进，运作效率有效提升。 

围绕服务全面战略转型需求，以专业、高效为目标，公司在本部及子公司全面优化组织架构，强化组织能力。公司实施

人才盘点，建立关键人才库，打造人才梯队，通过多层次培训体系提高职工的专业能力与管理水平，不断完善人力资源管理

体系建设。公司持续加强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成熟度进一步提升。公司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科技对公司产品创新、

客户开发、渠道建设、服务提升、决策辅助、基础管理的支撑贡献；建设集中管控平台，推进各板块业务流程线上化，应用

科技手段提升运营和管控效率，完善业财风系统一体化，通过系统强化对业务的全面管控。 

2019年，公司持续优化风险防控体系，切实完善防控链条，全面完成存量法人客户评级和授信，推进合同标准化管理；

强化业务风险管控，完成业务、风控系统对接，通过系统实现风险政策的刚性控制，在有效降低业务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提

高风险控制工作的效率。 

公司在报告期内生产经营与管理运作的详情，请参阅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 

（二）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百分

点 

百货业务 721,551,606.06 64,922,282.55 9.00% -73.06% -62.50% 2.54 

融资租赁业务 1,335,084,329.50 1,014,181,450.30 75.96% 39.28% 28.16% -6.60 

不良资产管理业务 803,953,395.01 618,752,248.21 76.96% - - 76.96 

投资银行业务 125,829,162.58 -10,592,132.38 -8.42% -34.20% -1,517.52% -8.81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119,712,126.68 87,224,068.55 72.86% 154.79% -17,068.26% 73.95 

证券经纪业务 433,718,224.10 13,415,057.79 3.09% 27.41% -111.49% 37.38 

证券自营业务 125,112,753.26 25,027,934.32 20.00% -79.62% -95.02% -61.95 

证券信用业务 65,901,627.27 41,550,595.41 63.05% -66.49% -178.91% 89.82 

基金管理业务 154,253,765.38 87,321,005.85 56.61% 8.09% 51.71% 16.28 

期货业务 109,706,404.63 18,579,627.12 16.94% -17.61% -52.88%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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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大宗商品交易
及风险管理业务 

3,175,014,643.08 5,543,010.32 0.17% 163.92% 15.67% -0.23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四、注册变更情况”中的“公司上市以来主营业务

的变化情况”。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本摘要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二）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的“二、主营业务分析”、“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和“七、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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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财务报告附注中的“四、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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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财务报告附注中的“七、合并范围的变化”。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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