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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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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勇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周建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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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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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一季度（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期初、报告期初 指 2020 年 1 月 1 日 

期末、报告期末 指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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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州市国资委 指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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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友谊 指 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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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资产 指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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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担保 指 广州市融资担保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期货 指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金鹰基金 指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越企 指 广州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国发 指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恒运 指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 指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万力集团 指 广州万力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交投 指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城投 指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富力 指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城启 指 广州城启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装备集团 指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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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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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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广州友谊 指 
公司向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广商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转让广州友谊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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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484,476,501.54 2,057,411,064.82 11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25,174,206.66 269,141,613.69 1,20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6,294,366.44 265,602,044.29 -7.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6,509,034.01 2,867,526,168.2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81 0.098 1,20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81 0.098 1,20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5% 1.64% 增加 17.1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1,587,195,741.43  114,533,786,509.50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485,853,117.65  17,034,783,094.80 32.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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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2,715,278.51 
主要是完成重大资产出售取得

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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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7,8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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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4,705.78 主要是违约金收入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03,056.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04,967.29  

合计 3,278,879,8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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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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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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01,193.35 

公司子公司广州期货、广州资产和越秀产业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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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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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366,29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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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28,009,042 

质押 2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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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国发 366,290,786 人民币普通股 366,290,786 

广州恒运 321,787,238 人民币普通股 321,787,238 

广州地铁 168,539,325 人民币普通股 168,539,325 

万力集团 42,134,831 人民币普通股 42,134,831 

广州交投 42,134,830 人民币普通股 42,134,830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广州城投 41,184,830 人民币普通股 41,184,830 

广州富力 37,175,527 人民币普通股 37,175,527 

广州城启 28,009,042 人民币普通股 28,009,042 

智能装备集团 21,067,481 人民币普通股 21,06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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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装备集团为国家出资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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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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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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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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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算备付金 55,681,091.65 100,395,631.50 -44.54% 主要是量化衍生品备付金减少 

衍生金融资产 15,062,976.34 5,378,090.77 180.08% 主要是量化收益互换业务增加 

应收款项 39,723,472.37 62,989,385.53 -36.94% 实施新收入准则的影响 

合同资产 23,318,711.94 不适用 - 实施新收入准则的影响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59,503,515.61 97,800,195.60 472.09% 主要是股票质押业务增加 

持有待售资产 - 26,605,061,464.61 -100.00% 
主要是重大资产出售已完成，相

关资产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债权投资 10,312,765,730.32 7,340,728,811.90 40.49% 主要是投资业务规模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18,534,724,714.62 276,090,092.82 6613.29% 

主要是重大资产出售已完成，公

司持有的中信证券 6.26%股权以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投资性房地产 37,682,241.06 - - 
主要是自用房产转为投资性房

地产 

衍生金融负债 202,240.00 802,257.65 -74.79% 
主要是量化期权衍生工具及场

外收益互换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173,736,150.06 255,081,208.42 -31.89% 
主要是发放 2019 年度计提的奖

金 

合同负债 120,239.99 不适用 - 实施新收入准则的影响 

预计负债 573,560,000.00 - - 

主要是重大资产出售已完成，按

相关协议约定提供资产保障，结

合公司的风险政策对相关资产

进行评估后计提预计负债 

持有待售负债 - 14,866,639,273.02 -100.00% 
主要是重大资产出售已完成，相

关负债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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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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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净收入 349,974,653.13 76,654,097.26 356.56% 
主要是融资租赁业务及不良资产

管理业务发展，生息资产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 
164,723,748.93 268,323,258.23 -38.61% 

主要是重大资产出售已完成，广州

证券（剥离广州期货和金鹰基金）

经营业绩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投资收益（损失以

“－”列示） 
3,366,073,895.35 314,730,892.15 969.51% 

主要是重大资产出售已完成，广州

证券（剥离广州期货和金鹰基金）

经营业绩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百货业销售收入 - 721,551,606.06 -100.00% 
主要是出售广州友谊已完成，其经

营业绩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不良资产债权处置

收入 
34,435,654.12 66,229,919.60 -48.01% 

主要是不良资产债权一次性买卖

价差收入减少 

其他收益 28,033.14 272,181.67 -89.70% 
主要是收到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

府补助减少 

汇兑收益（损失以

“－”列示） 
53,388.12 -2,382,725.36 - 主要是汇率波动影响 

百货业销售成本 - 553,767,579.50 -100.00% 
主要是出售广州友谊已完成，其经

营业绩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业务及管理费 171,239,708.86 513,543,467.35 -66.66% 

主要是重大资产出售已完成，广州

证券（剥离广州期货和金鹰基金）

经营业绩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

金净额 
- -4,222,580.00 -100.00% 

主要是保险合同准备金余额充足，

本期不需要新增计提 

信用减值损失 36,689,115.45 -44,764,629.27 - 
主要是长期应收款、债权投资等信

用资产规模增加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 1,127,509.46 -100.00% 主要是存货资产减值减少 

营业外收入 12,654,178.17 5,985,829.91 111.40% 
主要是收到不良资产业务违约金

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26,509,034.01 2,867,526,168.29 - 

主要是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431,976,414.17 2,320,147,107.76 - 

主要是重大资产出售已完成，处置

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46,098,036.24 1,861,543,014.55 187.19% 

主要是超短期融资券、私募债等直

接融资，以及银行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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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金控拟向中信证券出售剥离广州期货99.03%股份、金鹰基金24.01%股权后的广州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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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重大资产出售”）。鉴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重大无先例事项，公司股

票自2018年12月25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2019年1月3日分别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8-129）、《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 

2019年1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越秀金

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议案，公司股票于2019年1月10日

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披露的《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等公告。 

2019年1月10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关于对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

[2019]第2号），公司及中介相关各方逐项予以落实、回复及发表相关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披露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其后，公司按规定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2019年2月14日、2019

年2月28日分别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2019-021、2019-028）。 

2019年3月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越秀金

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3月5日披露的《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等公告。同日，广州越秀金控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出售广州证券67.235%股权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向中信证券出售所持的广州证券67.235%股份。 

2019年3月1日，广州市国资委出具穗国资批〔2019〕35号批复，原则同意广州证券与中信证券合并重组。其中，越秀金

控及广州越秀金控合计持有的广州证券100%股权，以不低于经广州市国资委核准的资产评估结果作价，置换成中信证券新

增发的股份；广州证券100%股权注入中信证券（及其指定关联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同日，广州市国资委出具穗国

资产权〔2019〕3号核准意见，核准中联国际出具的《评估报告》。 

2019年3月7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关于对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

〔2019〕第4号），公司及中介相关各方逐项予以落实、回复及发表相关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披露

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2019年4月2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议案。同日，越秀金控作出股东决定，批准广州越秀金

控转让其所持广州证券67.235%股份。 

2019年10月30日，中信证券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事项获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9年第53次会议无条件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9-129）。 

2019年11月，广州期货、金鹰基金分别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变更股权的批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6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35）。 

2019年12月，公司接中信证券通知，其已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871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披露的《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53）。 

2020年1月2日，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穗南市监内变字〔2020〕

第10202001020125号），广州证券将所持金鹰基金24.01%股权过户至越秀金控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1月4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2020年1月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广州证券已于2019年1月8日将其所持广

州期货99.03%股份过户至越秀金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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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0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穗工商（市局）内变字〔2020〕第

01202001100014号），广州证券已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100%股份过户至中信证券、中信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7）。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受理中信证券向越秀金控、广州越秀金控发行股份的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已登记到越秀金控、

广州越秀金控名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披露的《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至此，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项目实施完成。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0 年 01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0 年 01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0 年 01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 2020 年 03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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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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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产品 不适用 
粤财信托•珠江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82,120 公允价值计量 204,130 - - - - - 204,130 

其他债权

投资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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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 - 40,000 - - 1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信托产品 不适用 

微众银行微业贷 2019 年

第一、二、三、四期财产

权信托次级档 

40,000 公允价值计量 40,000 - - - - - 4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信托产品 不适用 

网商银行启微 2019 年第

二十、二十二期微小企业

贷款流转财产权信托次

级档 

30,000 公允价值计量 30,000 - - - - - 3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信托产品 不适用 粤财信托·誉雅集合信托 29,500 公允价值计量 29,500 - - - - 286 29,5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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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公允价值计量 25,000 - - - - - 25,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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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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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不适用 

广州国资产业发展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200 公允价值计量 22,091 99 - - - 99 22,19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基金 不适用 

广州越秀明睿二号实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700 公允价值计量 19,533 -16 - - - -16 19,517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股权 不适用 
浙江华友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 公允价值计量 10,000 - - - - - 1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343,973 -- 372,904 1,568 - 92,671 117,941 3,719 349,202  -- -- 

合计 826,492 -- 838,157 1,651 - 132,671 117,941 4,088 854,5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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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粤财信托•珠江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广州资产自有资金投入成本 56,120 万元，其他权益人份额 126,000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 22,0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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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委托理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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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5 7,275 - 

合计 8,775 7,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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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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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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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恕慧 

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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