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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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

董事出席了会议。

公司董事长陶永泽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任劼

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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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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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5,307,713.50 元

净资本：11,458,737,977.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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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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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资格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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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具有的相关业务资格如下：
序

号
业务资质 文号 颁发/授予机构 颁发日期

1 证券经纪业务 证监机构字［2002］6 号 中国证监会 2002-01-07

2 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 上证会字［2002］24号 上交所 2002-03-13

3 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 深证复［2002］49号 深交所 2002-03-29

4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证监许可［2009］1210 号 中国证监会 2009-11-19

5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 证监许可［2010］810 号 中国证监会 2010-06-13

6 证券自营和财务顾问业务 证监许可［2010］1054 号 中国证监会 2010-08-04

7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证监许可［2011］571 号 中国证监会 2011-04-18

8 证券承销业务 证监许可［2011］571 号 中国证监会 2011-04-18

9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证监许可［2011］1385 号 中国证监会 2011-08-31

10 开展期货中间介绍业务 黔证监发［2012］30号 贵州证监局 2012-02-24

11 保荐机构资格 证监许可［2012］334 号 中国证监会 2012-03-13

12
向保险机构投资者提供综合服

务的业务
资金部函［2012］11号

中国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保险资

金运用监管部

2012-03-23

13 融资融券业务 证监许可［2012］803 号 中国证监会 2012-06-13

14 开展融资融券交易权限业务 上证会字［2012］147 号 上交所 2012-07-24

15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 中证协函［2012］575 号 中证协 2012-08-27

16
设立华创证券稳健增强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业务
证监许可［2012］1258 号 中国证监会 2012-09-21

17 企业债主承销商资格（注） - - 2012-10-26

18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 深证会［2013］21号 深交所 2013-02-02

19

作为主办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从事推荐业务和

经纪业务

股转系统函［2013］66号 股转公司 2013-03-21

20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黔证监发［2013］64号 贵州证监局 2013-05-08

21
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

业务
上证会字［2013］53号 上交所 2013-05-20

22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业务 银总部函［2013］37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

海总部
2013-06-03

23
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

业务
黔证监发［2013］80号 贵州证监局 2013-06-04

24 消费支付服务试点 机构部函［2013］465 号
中国证监会机构

监管部
2013-07-05

25 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深证会［2013］63号 深交所 2013-07-15

26 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证 汇资字第 SC201322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3-07-18

27 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上证会字［2013］114 号 上交所 2013-07-25

28 转融通业务资格 中证金函［2013］17号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2013-01-18

29 开展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 中证协函［2014］154 号 中证协 2014-04-03

30 开展转融券业务 中证金函［2014］140 号 中国证券金融股 2014-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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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业务资质 文号 颁发/授予机构 颁发日期

份有限公司

31 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业务 深证会［2014］59号 深交所 2014-06-20

32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

事做市业务资格

股转系统函［2014］1045

号
股转公司 2014-07-28

33
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权限

业务
上证函［2014］386 号 上交所 2014-07-30

34 开展柜台市场业务 中证协函［2014］628 号 中证协 2014-10-14

35 期权结算业务资格
中国结算函字［2015］35

号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
2015-01-16

36 股票期权交易参与人 上证函［2015］71号 上交所 2015-01-16

37 代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 无编号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托管部

2015-03-05

38
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

密条件备案证书
25151001

国家国防科技工

业局
2015-04-20

39 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 证保函［2015］219 号

中国证券投资者

保护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2015-06-26

40 港股通业务 上证函［2015］1627 号 上交所 2015-09-14

41 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 深证会[2016]335 号 深交所 2016-11-07

三、股东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共计 5家，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期末出资金额（万元） 期末持股比例（%）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注 299,652.77 97.438

贵安新区华瑞福裕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99.80 0.975

贵安新区华瑞福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39.22 0.598

贵安新区华瑞福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70.24 0.511

贵安新区华瑞福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68.74 0.478

合 计 307,530.77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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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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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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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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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89万元增加至157,878.89

万元。此次增资扩股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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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8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6]1998 号批复，

核准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向贵州省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13 家

华创证券股东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2016 年 9 月 1 日，公司在

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重组股东变更及公司章程变更手续，并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5

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为华创证券股

东，持有公司 95.01%的股权。

2016 年 12 月 26 日，公司股东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998 号批复，按既定方案和交易对价，将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配套资金净额 734,785.13 万元对华创证券进行增

资，其中 149,651.88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585,133.25 万元

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到贵州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华创证券注册资本由 157,878.89 万

元变更为 307,530.77 万元。

五、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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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公司、子公司情况

1、分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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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1-868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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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分公司

公司地址：成都天府大道北段 1199 号成都银泰中心 3号楼 23 层 2302-2304 号
设立时间：2016 年 8 月 16 日
注册资本：20000000 元
负责人：王嵩
联系电话：028-8605106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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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1-868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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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1-8682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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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具体情况

华创并购资本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A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16 年 3 月 2 日
注册资本：20000000 元
负责人：江军
联系电话：0755-88309300

七、营业部情况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有证券营业部 61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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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营业部

数量
营业部名称 营业部地址 负责人

贵州 43

贵阳中华北路证券营业部 贵阳市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证券大厦 2-6 楼 罗 宇

贵阳北京路证券营业部 贵阳市北京路 27 号(六广门体育训练馆一楼) 田 兰

贵阳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贵阳市新华路 9号乌江大厦裙楼三楼 张军巍

贵阳飞山街证券营业部 贵阳市云岩区飞山街 102 号 汤湘虹

贵阳花果园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后街彭家湾花果园

项目 E区第 7-8（国际金融街 1、2号）栋 1层

36 号

邓运成

贵阳花溪贵筑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筑路“七里香溪”二期

项目班芙商业广场二层 B区 21、22、23号商铺
蔡镇骏

贵阳纪念塔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58号君悦华庭A幢

裙楼四层
刘沁钰

贵阳金阳大道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元国际新城一期第

5-9 栋 1 层 54 号
王 利

贵阳乌当新添大道证券营业部
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 208 号中国银行综合楼

1幢 2层
刘 珏

贵阳小河黔江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黔江路 29 号云

凯熙园二期 2号楼 1单元 3层 3号
钟 凌

贵阳中天花园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 289 号中天

花园运动场架空停 1层 16 号
张 颖

贵阳白云南路证券营业部 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南路10号七冶大厦A栋五楼 何 迪

安顺虹山湖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虹山湖路 42 号百灵希尔

顿财富中心 8楼
吴 江

都匀广惠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都匀市广惠路百子桥城市广场二、三层 邱金泉

都匀剑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都匀市剑江中路原酒厂门面 刘雪原

独山中央城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百泉镇中

央城一期 16 号楼 2 层 16-2-17、16-2-19、

16-2-20

刘尚达

福泉洒金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福泉市金山办事处洒金路（东福花园口） 田锦丽

贵定红旗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金南街道

办事处红旗路 47 号
谢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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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营业部

数量
营业部名称 营业部地址 负责人

毕节公园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园路 43 号 盛贵利

赤水校园街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赤水市校园街 7幢 C单元 2楼 郑文军

金沙中华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鼓场街道中华路 191 号 申时崇

开阳开州大道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开州大道贵阳银行大厦 5

楼
黄国发

凯里宁波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宁波路 5

号坐标广场 3楼
李 臻

凯里文化北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文化北路

腾欣苑综合商住楼南侧二楼
巫 宁

黎平开泰北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开泰北路建行斜对面二

楼
张云勇

六盘水麒麟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大道与麒麟路交汇

处西北侧新世纪大厦 110 号
左 礼

六盘水钟山中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中路 30 号凤凰宾

馆二楼
张劲松

六枝那平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中心城区那平路中段

扶贫局 8、9 号门面
王雪姣

盘县胜境大道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盘亦资街道胜境大道经信

局办公大楼二楼
肖银侠

黔西莲城大道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文峰办事处星旗大厦 4楼 李 伟

清镇云岭西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清镇市红枫湖云岭街 程 源

仁怀国酒南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仁怀市国酒南路 124 号 王图亮

思南府后街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思唐街道办事处中和社区

官井房建 A栋 1、2 楼门市部
杨 卓

桐梓长征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镇长征路 1号 马自强

铜仁北关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铜仁市北关路 43 号（铜仁地区文化局二

楼)
谢 林

威宁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六桥街

道人民中路南二楼
胡 峰

息烽虎城大道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靖镇虎城大道开磷城

1-4 号门面
李峻松

习水杉王大道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街道办事处丹霞社区

杉王一号
袁 建

织金法星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文腾街道法星路中段 1 楼

门面
汪 俊

遵义民主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民主路金泰花园第三层 邹 顺

遵义市播州区万寿路证券营业

部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南白镇万寿路兴茂财富中

心 1号楼-1 层 D-1-2 号
杨江宏

兴仁振兴大道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兴仁县振兴大道中国银行内 韦清毅

兴义北京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兴义市北京路 1号 张鸿韬

上海 4

上海大连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杨浦区大连路 970 号 周晓瑜

上海芦恒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闵行区芦恒路 166 号、196 弄 162 号

202-205 室
周 亮

上海三元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青浦区三元路 128 号 郭佳来

上海宜山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宜山路 926 号第 10 层 A 座、B座 邓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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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营业部

数量
营业部名称 营业部地址 负责人

北京 3

北京东三环中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24号楼15层01单元 石 凯

北京万寿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1204 室
杨忠斌

北京新兴桥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1号 1幢 6层及 8层 801

室、802 室
宫洪岩

四川 3

德阳黄河西路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黄河西路 33 号东方阁一

楼
陈 瑛

德阳泰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南路一段 132 号城企集团大

楼 1-3 楼
何 鑫

绵竹飞凫路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绵竹市西南镇飞凫路 1号 亢彩霞

浙江 1 杭州伟业路证券营业部 杭州市滨江区伟业路 601 号（彩虹城） 陈禧庭

江苏 3

张家港暨阳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暨阳中路 158 号 5 楼 陈利东

南京珠江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435 号 2 层 桂 彬

宜兴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锦绣二村 34 号 何 超

广东 1 深圳香梅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61 号中投国际商务中

心 A座 20AD
史持明

广西 1 梧州新兴三路证券营业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30号 5

单元 904、905 室
陆晓华

湖北 1 武汉和平大道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三角路村福星惠誉水岸国

际 4号地块 1栋 20 层 13 室
喻攀科

重庆 1 重庆红锦大道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红锦大道 86 号中渝广

场 3幢 21-7、21-8
徐 静

八、员工情况

截至 2016 年底，公司共有在岗员工 1889 人（总部 675 人，分支

机构 1214 人）。人员分布情况如下：研究所研究人员 130 人，投行

业务人员 260 人，经纪业务人员 1030 人，资产管理业务人员 32人，

证券投资管理业务人员 54人，财务人员 54人，信息技术人员 36人，

运维其他人员 293 人。公司员工中博士 9 人，硕士 460 人，本科及以

下学历 1420 人。

截至 2016 年底，主要子公司金汇财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华创

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共有员工 84 人。人员分布情况如下：财务人员 7

人，信息技术人员 11人，经纪业务人员 15人，资产管理人员 10人，

其他管理人员（含高管）41 人。员工中硕士 8人，本科 57 人，大专

及以下学历 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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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产负债情况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56.30 亿元，其中：

货币资金、结算备付金共 79.24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3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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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1 亿

元，占资产总额的58.06%；融出资金16.59亿元，占资产总额的6.47%；

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共 2.56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1%；固

定资产等其他资产共 9.10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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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负债总额为 144.20 亿元，扣除代

理买卖证券款后为 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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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亿元,占负债总额的79.88%；

1年以上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和应付债券共 14.00 亿元，占负债总额

的 13.98%；应交税金等其他负债共 6.15 亿元,占负债总额的 6.14%。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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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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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公司高度重视净

资本的补充，将增资扩股，增强资本实力作为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的

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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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范流动性风险。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流动性覆盖率为 2566.67%，

净资金稳定率为 346.50%，均高于监管要求，流动性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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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大投融资情况

（一）资产重组情况

报告期内，经监管机关核准，本公司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实

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8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6]1998 号批复，

核准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向贵州省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13家

华创证券股东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日在

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重组股东变更及公司章程变更登记，并

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公司此次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变更前

股东名称 持有注册资本数额（万元） 所占比例（%）

贵州省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635.53 14.337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8,815.82 11.918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815.82 11.918

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18,815.82 11.918

上海杉融实业有限公司 18,815.82 11.918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9.501

上海易恩实业有限公司 9,000.00 5.701

贵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500.00 4.750

贵州立昌实业有限公司 6,000.00 3.800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363.26 3.397

四川众智投资有限公司 3,619.41 2.293

贵州恒丰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19.41 2.293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267

贵安新区华瑞福裕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99.80 1.900

贵安新区华瑞福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39.22 1.165

贵安新区华瑞福祥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70.24 0.995

贵安新区华瑞福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68.74 0.930

合 计 157,878.89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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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

股东名称 持有注册资本数额（万元） 所占比例（%）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89 95.010

贵安新区华瑞福裕股权投资中心 2,999.80 1.900

贵安新区华瑞福顺股权投资中心 1,839.22 1.165

贵安新区华瑞福祥股权投资中心 1,570.24 0.995

贵安新区华瑞福熙股权投资中心 1,468.74 0.930

合 计 157,878.89 100.000

2016 年 12 月 26 日，公司股东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998 号批复，按既定方案和交易对价，将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配套资金净额 734,785.13 万元对华创证券进行增

资，其中 149,651.88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585,133.25 万元

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注册资本由 157,878.89 万元增加至 307,530.77 万元。公司此次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扩股前
认购新增注

册资本

（万元）

增资扩股后

持有注册

资本数额

（万元）

所占

比例

（%）

持有注册

资本数额

（万元）

所占

比例

（%）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89 95.010 149,651.88 299,652.77 97.438

贵安新区华瑞福裕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99.80 1.900 - 2,999.80 0.975

贵安新区华瑞福顺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39.22 1.165 - 1,839.22 0.598

贵安新区华瑞福祥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70.24 0.995 - 1,570.24 0.511

贵安新区华瑞福熙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68.74 0.930 - 1,468.74 0.478

合 计 157,878.89 100.000 149,651.88 307,530.77 100.000

（二）子公司设立和处置情况

1、子公司设立情况

2016 年 3 月 2 日，公司子公司金汇财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2000 万元，在深圳设立全资子公司华创并购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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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A 栋 201 室（入驻深

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

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创业投资业务；投

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2、子公司处置情况

2016 年 7月 3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汇财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与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贵州白酒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转让协议》，金汇财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贵州白酒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 40%股权转让给贵州汉方（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完

成后，金汇财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不再持有贵州白酒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和贵州佰酒汇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持有贵州股权金融资

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为 14.50%。

公司名称

间接持股比例
备注

转让前 转让后

贵州白酒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40.00%

贵州佰酒汇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36.00%

贵州白酒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贵州佰酒汇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 90%股权，因转让贵州
白酒交易所股权，公司不再持有
贵州佰酒汇电子商务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

贵州股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30.50% 14.50%

贵州白酒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贵州股权金融资产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 40%股权，因转让贵
州白酒交易所股权，公司持有的
贵州股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股权比例减少 16%,降至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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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部、分公司设立和处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网点新设步伐，进一步优化网点布局，2016

年共新设分公司 1家，证券营业部 14家。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营业场所 负责人 设立、变更批复

1 华创证券四川分公司
成都天府大道北段1199号成都银泰中
心 3号楼 23 层 2302-2304 号

王 嵩 黔证监发【2016】113 号

2
华创证券息烽虎城大
道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靖镇虎城大道
开磷城 1-4 号门面

李峻松 黔证监发【2016】113 号

3
华创证券习水杉王大
道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街道办事处
丹霞社区杉王一号

袁 建 黔证监发【2016】113 号

4
华创证券桐梓长征路
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镇长征路
1 号

马自强 黔证监发【2016】113 号

5
华创证券独山中央城
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
百泉镇中央城一期 16 号楼 2层
16-2-17、16-2-19、16-2-20

刘尚达 黔证监发【2016】113 号

6
华创证券贵定红旗路
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
金南街道办事处红旗路 47 号

谢兴刚 黔证监发【2016】113 号

7
华创证券贵阳花果园
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后街彭家
湾花果园项目 E区第 7-8（国际金融街
1、2号）栋 1层 36 号

邓运成 黔证监发【2016】113 号

8
华创证券遵义市播州
区万寿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南白镇万寿路兴
茂财富中心 1号楼-1 层 D-1-2 号

杨江宏 黔证监发【2016】113 号

9
华创证券仁怀国酒南
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仁怀市国酒南路 124 号 王图亮 黔证监发【2016】113 号

10
华创证券思南府后街
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思唐街道办事处
中和社区官井房建 A栋 1、2楼门市部

杨 卓 黔证监发【2016】113 号

11
华创证券宜兴人民中
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锦绣二村34号 何 超 黔证监发【2016】140 号

12
华创证券贵阳花溪贵
筑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筑路“七里香
溪”二期项目班芙商业广场二层 B区
21、22、23 号商铺

蔡镇骏 黔证监发【2016】140 号

13
华创证券威宁人民中
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
县六桥街道人民中路南二楼

胡 峰 黔证监发【2016】195 号

14
华创证券织金法星路
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文腾街道法星路
中段 1楼门面

汪 俊 黔证监发【2016】195 号

15
华创证券贵阳中天花
园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
289 号中天花园运动场架空停 1 层 16
号

张 颖 黔证监发【2016】195 号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共有 8家分支机构变更了注册地址。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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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迁址前分支机构名称 迁址后分支机构名称 迁址后营业部地址

1 华创证券北京分公司 华创证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6 号楼 4
层 401 号

2
华创证券贵阳金阳大
道证券营业部

华创证券贵阳金阳大道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元国际
新城一期第 5-9 栋 1 层 54 号

3
华创证券贵阳小河黔
江路证券营业部

华创证券贵阳小河黔江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黔
江路 29 号云凯熙园二期 2 号楼 1
单元 3层 3号

4
华创证券毕节桂花路
证券营业部

华创证券毕节公园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园路 43
号

5
华创证券盘县胜境大
道证券营业部

华创证券盘县胜境大道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盘亦资街道
胜境大道经信局办公大楼二楼

6
华创证券安顺塔山西
路证券营业部

华创证券安顺虹山湖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虹山湖路 42
号百灵希尔顿财富中心 8楼

7
华创证券黎平五开南
路证券营业部

华创证券黎平开泰北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开泰北路
建行斜对面二楼

8
华创证券南京和燕路
证券营业部

华创证券南京珠江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435 号 2 层

（四）次级债发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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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次级债券的议案》，并经 2016 年 7 月 20 日召开的

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发行总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期限不超过 4 年的次级债券，决议有效期 36

个月。2016 年 9 月 22 日，公司完成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第一期次级债券”的发行，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 8亿元，发行期限

为 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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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债发行情况表

债券名称 发行数量 发行日期 到期日期 利率

华创证券 2015 年第一期

次级债券
5 亿元 2015 年 6 月 25日 2020年 6月 24日 6.00%

华创证券 2016 年第一期

次级债券
8 亿元 2016 年 9 月 22日 2020年 9月 21日 4.00%

合 计 13亿元 - - -

十二、经营情况分析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6 年，A股市场震荡调整，沪深两市成交量大幅下降，上证综

指下跌 12.31%，中债总净价（总值）指数下跌 2.40%；沪深两市股票

基金交易额同比下降 48.72%；年末两融余额 9,392.49 亿元，同比下

降 20.01%。

2016 年，公司着力深化转型，各项业务实现均衡发展；公司坚

持金融科技创新，自主研发了基金公社、华创 E智通等一批服务系统，

充分发挥综合优势，推动业务发展，综合金融服务初见成效；成功完

成重大资产重组，净资本增至 114.59 亿元，跻身行业前三分之一强，

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公司积极响应“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

大力开展精准帮扶，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管理工作卓有成效。证券账户业务自查工作

得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表扬；在深交所 2016 年度会员客户

管理效果评价中被评为行业 10 家最优券商；在人民银行组织开展的

全省金融机构反洗钱竞赛中荣获团体和个人三等奖；作为行业第一家

中西部券商代表，被选为上交所新一届理事会理事。

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64 亿元，同比下降 17.29%；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2 亿元，同比下降 40.46%。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56.30 亿元，同比增长 9.76%；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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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1.62 亿元，同比增长 226.55%，公司资本规模

显著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二）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证券及期货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

产管理业务、证券自营业务、信用交易业务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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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公司经纪业务客户为 46.91 万户，托管客户资产为

455.22 亿元；在 2016 年第 14 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华创研

究所获得化工行业第四名、机械行业第五名、“新财富本土最佳销售

服务团队”第四名等奖项。

2016 年度，公司证券及期货经纪业务共实现净收入 54,471.10

万元，同比下降 51.03%。其中：基金分仓收入 19,225.36 万元,同比

下降 24.93%；期货经纪业务收入 3,040.88 万元，同比增长 38.48%。

2、投资银行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6个股权类主承销项目，承销金额 54.24 亿

元；完成 26 个债券类主承销项目，承销金额 180.70 亿元；完成 5 个

可交换债主承销项目，承销金额 37 亿元，市场份额 5.49%；并购业

务配套融资金额为 16.29 亿元；完成 62家企业的新三板推荐挂牌业

务。

2016 年度，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共实现收入 51,233.28 万元，同

比增长 77.20%。

3、资产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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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受托管理资产总规模为 2，243.04

亿元，同比增长 1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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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位。

2016 年度，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实现净收入 19,988.77 万元，同

比增长 103.27%。

4、证券自营业务

公司证券自营业务以固定收益类业务为主。2016 年度，公司证

券自营业务共实现投资收益 10,445.19 万元，同比减少 66.97%。

5、信用交易业务

公司信用交易业务主要为融资融券业务和股票质押业务。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客户融资融券余额为 16.64 亿元，

同比减少 28.87%。根据 Wind 数据统计，公司融资余额行业排名第 76

位，融券余额排名第 36位。2016 年度，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共实现收

入 7,549.20 万元。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日，公司股票质押业务待购回余额为 74.91

亿元，同比增长 31.62%。2016 年度，公司股票质押业务实现利息净

收入 1,474.4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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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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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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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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 ZA1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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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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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的薪酬按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调整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薪酬的议案》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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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层绩效奖金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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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5.52 万元。年度薪酬总额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

分布情况如下：

项 目
任职

状态

2016 年度实际获得的

报酬总额（万元）

占报酬总额

的比例
备 注

董事合计 703.89 19.41%

其中：独立董事 40.00 1.10%

赵旭东 现任 20.00
含其在本公司领取的 2014 年独立董

事津贴。

刘 力 现任 10.00

张克东 现任 10.00

监事合计 407.48 11.24%

高级管理人员合计 2,514.15 69.35%

总 计 3,625.5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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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调解劳

动纠纷和劳动争议，持续推动员工和谐劳动关系建设。2016 年，公

司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覆盖率均为 100%；按国家法律法规修

订请休假制度，重视员工劳动保护和职业健康，员工享有带薪年假、

定期体检、加班补贴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加强员工学习培训，不断提

高员工综合素质，持续推进“8090”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开展以困难

员工帮扶、重大疾病救助为内容的员工关爱互助活动，改善员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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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组织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依法尊重和维护了员工应该享有的

权利，推动了和谐企业文化建设。

2、保护客户利益

公司始终把保护客户权益放在首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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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了投资者教育

工作长效机制，通过设立投资者教育园地、举办投资者教育研讨会、

走进上市公司、创办投资者教育刊物等多种形式，开展投资者教育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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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公司还选取多

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的资深人士，加入贵州证监局指导

下，贵州证券业协会设立的“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中心”担任调解员，

为投资者提供帮助。

3、积极开展精准扶贫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

坚战略的意见》和贵州省委省政府“大扶贫”战略的有关要求，公司

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及综合服务优势，以贵州省贫困区县为主要对象，

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开展精准扶贫。2016 年，公司成立了以董

事长为组长，各业务条线分管领导为成员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并制

订下发了《关于大力开展精准扶贫的通知》，推动各部门、分支机构

和各参控股公司落实扶贫工作任务，通过结对帮扶贫困县，积极开展

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等综合金融服务，实施精准扶贫；公司与贵州省

黔南州独山县、安顺西秀区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向安顺市西秀区岩

腊乡捐款 100 万元，用于该乡 50 户贫困户种植茶树，准备于近期投

入上百万元帮助安顺市西秀区蔡官镇药寨村修建饮用水池，改善当地

居民饮水条件；向毕节地区留守儿童捐款捐物共计 110 余万元；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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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优秀干部参加 2016 年贵州省引进金融人才挂职工作；参加贵州

省政府在北京、深圳、上海举办资本市场助推贵州脱贫攻坚暨金融招

商推荐会，邀请三地近百家企业参会，宣导贵州省优惠政策，积极引

导优质企业落户贵州，设立 3000 万元专项奖励，对成功引入贵州省

外优质企业落户贵州贫困县的团队或个人予以重奖；在贵州省赤水、

六枝、威宁、织金、赫章、荔波等县设立贫困产业投资基金、扶贫公

益基金，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募资规模 46 亿，已投放资金 5.5

亿。

十八、财务报告

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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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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1733号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财务报

表，包括 2016 年 12 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 年度的合并

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

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

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

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

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

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

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

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

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

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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