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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就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年度报告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

公司董事长陶永泽先生，总经理吴亚秋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兼财务总监任劼女士，合规总监杨帆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明

先生声明：保证本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公司简介

中文名称：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华创证券

英文名称：HUACHUANG SECURITIES CO.,LTD.

简称：HUACHUANG SECURITIES

法定代表人：陶永泽

总经理：吴亚秋

注册资本：1,578,788,874.02 元

营业执照及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上载明的经营范围为 ：证券经

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自营；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承销与保荐；为期

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在获准开展的业务方面，公司还具有以下业务资格：中小企业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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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债券承销业务试点、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业务、直接投资业务、企业债主承销、消费支付服务试点、转融通

及转融券业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及做市业务、全

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业务、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柜台市场业务试

点、期权结算业务、代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

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港股通业务。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大厦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大厦

邮政编码：550004

国际互联网网址：http://www.hczq.com

电子信箱：info@ hczq.com

三、股东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共计 17家，期末持股前 5名的股东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期末出资金额（万元） 期末持股比例（%）

贵州省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635.52 14.34%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8,815.82 11.92%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815.82 11.92%

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18,815.82 11.92%

上海杉融实业有限公司 18,815.82 11.92%

四、历史沿革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02 年 1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机构字[2002]6 号）批准成立，注册资本 2亿

元，注册地为贵阳市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大厦。

2009 年 8 月 6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09]749 号文核准

公司股东变更申请，公司股东贵州实联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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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变更为贵州省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和泓置地有限公司。公司股东由成立时的 9家变

更为 8家。

2010 年 2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0]231 号文核准

公司章程重要条款变更申请，公司名称由“华创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7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973 号）核准公司增资扩

股申请，公司注册资本由 2亿元增至 5亿元，股东由 8家变更为 11

家。

2012 年 10 月 8日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以《关于核准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黔证监发[2012]167 号）核准

公司增资扩股申请，公司注册资本由 5 亿元增至 7.5 亿元，股东由

11家变更为 13家。

2013 年 8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以《关于核准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批复》（黔证监发[2013]145

号）核准公司将注册地址由“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大厦”

变更为：“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大道 2号金元国际新城 5-9 栋

1-24 号”。

2013年 9月 12日公司根据2013年 4月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议案》，在贵

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公司注册资本由 7.5

亿元增至 15亿元。

2014 年 1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贵州证监局以黔证监发〔2014〕

12 号批复核准公司章程重要条款变更申请，同意公司住所由“贵州省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大道2号金元国际新城5-9栋 1-24号”变更为“贵

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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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月 1日，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以黔证监发[2015]42

号批复，核准华创证券《关于实施核心员工和经营管理层增资方案的

申请报告》，公司注册资本规模由 1,500,008,874.02 元增加至

1,578,788,874.02 元。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核心员工和经营管

理层合计持有华创证券 4.99%的股权。

五、组织机构

六、分公司、子公司情况

（一）分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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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名称 具体情况

贵州分公司

公司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大厦 7楼

设立时间：2012 年 1 月 31 日

注册资本：20000000 元

负责人：赵颖

联系电话：0851-88652565

北京分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1号海育大厦 8层 805、806、807、808 室

设立时间：2010 年 8 月 19 日

注册资本：20000000 元

负责人：宫洪岩

联系电话：010-59370999

上海分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宜山路 926 号 10层

设立时间：2010 年 8 月 20 日

注册资本：20000000 元

负责人：刘蕾蕾

联系电话：021-60762738

深圳分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香梅路 1061 号中投国际商务心 A座 19 层

设立时间：2015 年 5 月 18 日

注册资本：20000000 元

负责人：叶海钢

联系电话：0755-88309300

（二）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名称 具体情况

华创期货有限责任

公司

公司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31 号希尔顿商务大厦 13楼

设立时间：2010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资本：10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桂晓刚

联系电话：023-89038548

金汇财富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6号恒奥中心 C座 3A 层 3A-01

设立时间：2013 年 8 月 9 日

注册资本：30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刘学杰

联系电话：0851-88652596

贵州白酒交易所

公司地址：贵阳市国家高新区金融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

设立时间：2012 年 3 月 6 日

注册资本：10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彭波

联系电话：0851-8865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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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具体情况

贵州佰酒汇电子商

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岭南路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大厦 1

楼 A区

设立时间：2012 年 11 月 30 日

注册资本：1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黄蓓

联系电话：0851-84879329

贵州兴黔财富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证券大厦 7楼 709 室

设立时间：2011 年 10 月 13 日

注册资本：3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宋登江

联系电话：0851-88596273

贵州股权金融资产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贵阳市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 575 室

设立时间：2010 年 12 月 23 日

注册资本：5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彭波

联系电话：0851-88652680

七、营业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有证券营业部 45家，另有 2家证券营业部正

在筹建中，分布于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四川、江苏、广

西、贵州、湖北等 10个省、直辖市。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地区 证券营业部名称

1

贵州

贵阳北京路证券营业部

2 贵阳中华北路证券营业部

3 贵阳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4 贵阳飞山街证券营业部

5 贵阳小河黔江路证券营业部

6 贵阳乌当新添大道证券营业部

7 贵阳纪念塔证券营业部

8 贵阳金阳大道证券营业部

9 贵阳白云南路证券营业部

10 开阳开州大道证券营业部

11 清镇云岭西路证券营业部

12 六盘水钟山中路证券营业部

13 六盘水麒麟路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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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证券营业部名称

14 盘县胜境大道证券营业部

15 六枝那平路证券营业部

16 都匀广惠路证券营业部

17 都匀剑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18 福泉洒金路证券营业部

19 凯里宁波路证券营业部

20 凯里文化北路证券营业部

21 黎平五开南路证券营业部

22 毕节桂花路证券营业部

23 黔西莲城大道证券营业部

24 金沙中华路证券营业部

25 兴义北京路证券营业部

26 兴仁振兴大道证券营业部

27 安顺塔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28 铜仁北关路证券营业部

29 赤水校园街证券营业部

30 遵义民主路证券营业部

31 北京 北京新兴桥证券营业部

32 北京东三环证券营业部

33 北京万寿路证券营业部（在筹）

34

上海

上海宜山路证券营业部

35 上海大连路证券营业部

36 上海三元路证券营业部

37 上海芦恒路路证券营业部

38 四川 德阳黄河西路证券营业部

39 德阳泰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40 绵竹飞凫路证券营业部

41
江苏

南京和燕路证券营业部

42 张家港暨阳中路证券营业部

43 深圳 深圳香梅路证券营业部

44 重庆 重庆红锦大道证券营业部

45 浙江 杭州伟业路证券营业部

46 广西 梧州新兴三路证券营业部

47 湖北 武汉和平大道证券营业部（在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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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员工情况

截至 2015 年底，母公司共有在岗员工 1453 人（总部 545 人，

分支机构 908 人）。人员分布情况如下：研究所研究人员 98人，投

行业务人员 161 人，经纪业务人员 866 人，资产管理业务人员 41人，

证券投资管理业务人员 17人，财务人员 37人，信息技术人员 42人，

其他人员 191 人。公司员工中博士 8人，硕士 283 人，本科及以下

学历 1162 人。

截至 2015 年底，主要子公司华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金汇财富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有员工 85人。人员分布情况如下：财务人员 6

人，研究人员 3人，信息技术人员 11 人，经纪业务人员 20人，其

他管理人员（含高管）45人。公司员工中博士 1人，硕士 4人，本

科 59人，大专及以下学历 21人。

九、资产负债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33.51 亿元，同比

增长 97.78%，其中：货币资金、结算备付金共 72.78 亿元,占资产

总额的 31.17%；交易性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等流动性较强

的金融资产共 108.67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46.54%；融出资金 21.79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9.33%；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共21.02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9%；固定资产等其他资产共 9.24 亿元，占资

产总额的 3.96%。公司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以及流动性强的金融

资产，资产总体质量良好。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负债总额为 197.84 亿元，扣除

代买卖证券款为 140.41 亿元，其中：应付短期融资款、拆入资金及

1年以内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共 74.80 亿元,占负债总额的 53.27%；

1 年以上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和应付债券共 22.91 亿元，占负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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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 16.32%；应交税金等其他负债共 42.70 亿元,占负债总额的

30.41%。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79.74%。

十、流动性管理情况

目前，公司长期融资渠道主要有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公司债

等。公司高度重视资本的补充，将增资扩股，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作为

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的重要手段。公司短期融资渠道主要有银行间市

场和交易所市场债券回购、转融通、发行收益凭证、银行间市场信用

拆借等。

公司实行流动性集中管理模式，持续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的

建设，建立健全流动性不足应急机制；同时，根据市场环境变化，

业务开展情况和资金变化状况，及时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动态调

整流动性储备和业务限额，控制金融资产质量和集中度，优化资产

负债结构，有效地防范了流动性风险。报告期末，公司流动性覆盖

率为 491.75%，净资金稳定率为 196.31%，均高于监管要求，流动

性状况良好。

十一、重大投融资情况

（一）营业部设立情况

2015 年 1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以《关于核准华创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浦江镇设立证券营业部的批复》（黔证监发

【2015】4 号）核准公司在上海浦江镇新设 1家证券营业部。

2015 年 4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以《贵州证监局关于

核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设立证券营业部的

批复》（黔证监发【2015】51 号）核准公司在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新

设 1家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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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以《贵州证监局关于

核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金沙县设立证券营业部的批复》（黔证

监发【2015】113 号）核准公司在金沙县新设 1家证券营业部。

2015 年 11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以《关于核准华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武汉市设立证券营业部的批复》（黔证监发

【2015】141 号）核准公司在武汉市武昌区设立 1家证券营业部。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营业部正在筹建中。2016 年 1月 1日，

该营业部通过公司验收，正式开业。

2015 年 11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以《关于核准华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市设立证券营业部的批复》（黔证监发

【2015】142 号）核准公司在北京市海淀区设立 1家证券营业部。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营业部正在筹建中。2016 年 3 月 23

日，该营业部通过公司验收，正式开业。

（二）分公司设立情况

2015 年 4月 7日，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以《贵州证监局关于

核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深圳设立分公司的批复》（黔证监发

【2015】46 号）核准公司在深圳市设立 1家分公司。

（三）重大融资情况

2015 年 4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次级债券的议案》，并经 2015 年 5月 8 日召开的公

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9亿元，期限不超过 5年的次级债券，决议有效期 36个月。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司完成了第一期人民币 5亿元次级债券的发行，发行

期限为 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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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并经 2015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公开发行总

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期限不超过 5年的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

36 个月。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尚未实质性启动该项

工作。

十二、经营情况分析

2015 年，是公司围绕“互联网+投资融资与财富管理”，推进经营

模式转型，完善综合服务体系，全面推广互联网综合金融服务关键的

一年。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极端的市场风险，公司坚守规范发展底

线，始终把风险防控放在首位，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围绕公司发展

转型目标，调整组织架构，强化资源整合，向服务创新要成效，向业

务融合要效益，扩大传统业务规模，增强投融资能力，取得了公司成

立以来最为喜人的经营成绩，超预期地完成了年初下达的经营目标。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75 亿元，同比增长 93.89%；归

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6.92 亿元，同比增长 166.25%。公司经营业绩大

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受益于市场成交量大幅放大，经纪业务和信

用交易类业务收入大幅增长；二是固定收益业务抓住投资机会，优化

投资组合，适时调整策略，收益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三是投资银行

业务坚持创新转型，全面布局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综合金融服务，业

绩大幅增长。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一）证券及期货经纪业务

证券及期货经纪业务主要分为证券经纪业务、机构销售与研究业

务、金融产品销售业务、期货经纪业务等。

1、证券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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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5 年底，证券经纪业务客户累计达 43 万户，托管客户

资产 434.79 亿元。全年累计实现证券经纪业务净收入 81,748.53 万

元，同比增长 176.21%。

2、机构销售与研究业务

2015 年，公司实现基金分仓收入 25,611.58 万元，同比增长

176.23%。2015 年十三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华创研究所共

有 7个团队入围（宏观、通信、电力设备及新能源、化工、机械、传

媒、广深销售），其中 3个团队上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宏观、通

信行业分获第五名、第三名，广深销售团队荣获第二名。

3、金融产品销售业务

2015 年，公司实现金融产品销售业务收入 735.81 万元，同比增

长 7,092.67%。相关情况如下：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长

本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万元） 1,294,342.82 773,216.63 67.40%

推介金融产品申购赎回量（万元） 788,512.40 495.33 159,089.31%

推介金融产品收入（万元） 735.81 10.23 7,092.67%

4、期货经纪业务

2015 年，公司通过子公司华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期货经纪

业务，实现收入 3,411.51 万元，同比增长 4.77%。

（二）融资融券业务

2015 年，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实现收入 17,662.16 万元，同比增

长 90.91%。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融资融券余额 21.94 亿

元，其中:融资余额为 21.81 亿元，融券余额为 0.13 亿元。在获得融

资融券业务资格并且开展业务的 93家券商中，公司融资余额排名 74

位，融券余额排名 2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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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券自营业务

2015 年，公司证券自营业务共实现投资收益 31,622.40 万元，

同比增长 10.27%，其中：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实现

投资收益 2,306.15 万元，收入增幅较大。

（四）投资银行业务

2015 年，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共实现收入 30,267.48 万元，同比

增长 125.01%。在股权融资业务方面，共完成 4个主承销项目，均

为再融资项目，为各类企业募集资金 45.74 亿元，承销金额排名行业

第 37位，承销家数行业排名并列第 26位（Wind 数据）；在债券融

资业务方面，共完成 14 个主承销项目，为各类企业募集资金 29.90

亿元，承销金额排名行业第 71 位，承销家数行业排名并列第 39 位

（Wind 数据）；在新三板业务方面，完成了 34 个新三板项目的挂

牌。

（五）资产管理业务

2015 年，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实现净收入 9,833.64 万元，同比增

长 22.57%。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受托管理资产总规模为

1,940.75 亿元，同比增长 99.62%。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计，

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行业排名 20位，较上年末上升 6名。

十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

本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十四、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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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

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

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十五、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意见

本年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内部控制进

行审查，并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130331

号），鉴证结论为：公司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15 年 12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

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十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的薪酬由股东会决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董

事会决定，董事会下设的提名与薪酬委员会负责研究和设计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及其他激励机制，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公司

董事、监事的薪酬参照同行业公司水平和公司实际情况确定。高级管

理人员的报酬按《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执

行，与岗位和经营业绩挂钩。公司内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

效薪酬按照监管规定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调整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发放方式等事项的议案》的相关规

定预留，预留部分分三年递延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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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际获得的薪酬、津贴总额为

2,005.75 万元，其中: 独立董事津贴总额为 16.80 万元，占薪酬、津

贴总额的 0.84%；其他董事薪酬、津贴总额为 470.59 万元，占薪酬、

津贴总额的 23.46%；监事薪酬、津贴总额为 355.29 万元，占薪酬、

津贴总额的 17.71%；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总额为 1,163.07 万元，

占薪酬、津贴总额的占 57.99%。本年度独立董事津贴发放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

状态

2015 年度实际获得的报

酬总额（万元） 备注

赵旭东 独立董事 现任

独立董事赵旭东因在其

他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按

有关规定未领取独立董

事津贴。

刘 力 独立董事 现任 8.40

张克东 独立董事 现任 8.40

合计 16.80

2015 年 4 月 1 日，经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黔证监发[2015]42

号批复核准，公司实施核心员工和经营管理层增资方案，公司内部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有限合伙人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持有本公司股权

1,122 万元。

十七、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秉持“为股东、为客户、为员工和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理念，

坚持依法合规经营，把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努力提升服务品质，保障

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在努

力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始终坚持社会责任与企业

成长相统一。

1、维护员工权益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依法建立员工劳动关系，持续推动员

工和谐劳动关系建设。2015 年，公司劳动合同签订率、集体合同覆

盖率、社会保险覆盖率均为 100%；强化员工劳动保护和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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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享有休假、定期体检，为员工补充增加了意外伤害险；开展以困

难员工帮扶、重大疾病救助、改善员工工作环境、文体活动为内容的

员工关爱互助活动，推动了和谐企业文化建设。

2、保护客户利益

2015 年，公司秉承公开、公平的原则，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开

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以及沪、

深交易所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公司采取设立投资者教育园

地、举办投资者教育研讨会、创办投资者教育刊物等多种形式，开展

投资者教育工作，各营业机构的投资者教育工作各具特色。公司建立

了投资者教育工作长效机制，持续推动公司投资者教育工作的深入开

展，通过充分履行披露义务、对产品适当性配置、加强投资者教育宣

传及培训工作，增强投资者自我保护能力，培育合格投资者队伍，推

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公司在贵州证券业协会举办的“公平在身

边”投资者保护网络知识竞赛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及最佳组织奖等。

3、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公司在积极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通过捐资助学、扶贫济困等方

式，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2015 年以参加各级政府组织的对口

帮扶贫困乡镇、助学帮扶困难家庭等方式，累计捐赠慰问资金和物资

14.60 万元。

十八、财务报告

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附注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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