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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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

董事均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曹宏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翔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阮惠仙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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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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446,749,325.68 1,019,993,292.53 4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9,610,004.14 292,125,227.97 2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63,512,636.83 285,662,588.57 2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18,577,340.46 4,380,997,969.86 -56.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9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9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 1.75% 上升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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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50,346,852.51 59,095,592,936.50 1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95,689,278.86 16,919,414,595.84 2.2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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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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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7,682.8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4,448.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699.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31,245.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18.41  

合计 6,097,36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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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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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工具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

投资收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债权投资、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衍生金融工具取得的投资收益 

414,806,282.59 
本公司为证券经营机构，投资金融工具业

务属于本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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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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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38% 1,439,224,420 1,439,224,42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69% 393,972,330 0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6% 383,437,823 0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8% 74,000,000 0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43,000,000 0   

福建湄洲湾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 39,792,304 0 质押 19,896,152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36,170,000 0   

宁夏恒利通经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8% 20,962,502 0 质押 3,600,000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20,000,000 0   

华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2% 19,29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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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3,972,330 人民币普通股 393,972,330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 383,437,823 人民币普通股 383,437,823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000,000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4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00,000 

福建湄洲湾控股有限公司 39,792,304 人民币普通股 39,792,304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6,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70,000 

宁夏恒利通经贸有限公司 20,962,502 人民币普通股 20,962,502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华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290,974 人民币普通股 19,290,974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646,061 人民币普通股 18,64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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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股东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是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02%股份，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

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5.58%股份；深圳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一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深圳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0.32%股份，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广东省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4%股权。 

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宁夏恒利通经贸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600,000 股外，还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362,502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962,50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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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结算备付金 3,239,954,625.21 1,705,471,787.02 89.97% 主要系客户结算备付金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6,139,087.95 11,592,848.40 -47.04% 
主要系权益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影

响 

应收款项 622,817,220.71 182,110,002.21 242.00% 主要系业务保证金增加 

应付短期融资款 4,029,932,364.28 2,538,969,873.18 58.72% 主要系增加短期融资券规模 

交易性金融负债 0.00 870,246.58 -100.00% 主要系持有金融负债到期 

衍生金融负债 54,132,331.56 21,519,107.22 151.55% 
主要系权益衍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影

响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4,061,932,707.30 10,314,662,884.32 36.33% 主要系正回购规模增大 

应付款项 890,160,911.84 320,689,870.10 177.58% 主要系基金待清算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331,100.72 9,554,405.84 81.39% 主要系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其他负债 239,819,327.04 348,129,543.21 -31.11% 主要系华能宝城物华其他应付款减少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利息净收入 92,792,371.42 47,500,695.08 95.35% 主要系融出资金利息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 437,546,375.42 6,931,808.05 6212.15% 主要系金融资产实现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9,631,388.69 514,165,288.72 -84.51% 主要系自营投资的证券估值变动影响 

汇兑收益 1,054,500.77 -1,150,890.94 不适用 主要系汇率变动影响 

其他业务收入 453,052,673.76 67,555,882.52 570.63% 
主要系华能宝城物华大宗商品交易收

入增加 

税金及附加 6,971,425.14 4,864,188.53 43.32% 主要系应税收入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6,347,818.88 42,966,161.68 -61.95% 
主要系本期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

算的信用减值金额减少 

其他业务成本 446,560,116.08 60,699,033.67 635.70% 
主要系华能宝城物华大宗商品交易成

本增加 

营业外收入 2,510.91 212,307.18 -98.82%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非流动资产报废

处置款 

营业外支出 55,210.69 84,800.00 -34.89% 主要系捐赠金额变动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6,664,678.88 27,318,436.03 -75.60% 主要系自营投资的证券估值变动影响 

每股收益 0.12 0.09 33.33% 主要系净利润同比增长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18,577,340.46 4,380,997,969.86 -56.21% 

主要系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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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9,653,527.34 -11,028,357.92 不适用 主要系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72,462,293.89 2,267,395,651.56 9.04% 主要系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增加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1,054,500.77 -1,150,890.94 不适用 主要系汇率变动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债务融资事项 

公司于2019年6月取得证监会《关于核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118号），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40亿元的公司债券，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披露的《关于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根据上述批复，公司于2020

年2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债券简称“20长城01”，债券代码“149036”，发行

规模人民币10亿元。 

公司于2019年1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

异议函（深证函[2019]684号）》，获准发行面值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2019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披

露的《关于2019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根据上述批复，公司于2020

年3月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2020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0长城C1”，债券代码“115107”，

发行规模10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2020年度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发行规模分别为人民币10亿元、10亿元、15

亿元。此外，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和2020年2月按时兑付了2019年度第三期和第四期短期融资券的本金和利息。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总体待偿余额为162.70亿元。 

相关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报告期内披露的公告信息。 

2、分支机构新设、撤销、变更等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新设、撤销、变更分支机构。 

2019 年 11 月 28 日，深圳证监局下发《深圳证监局关于核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12 家证券分支机构的批复》[深

证局许可字（2019）99 号]，核准公司在福建福州市设立 1 家分公司，在上海市浦东区、江苏省无锡市、浙江省杭州市、浙

江省慈溪市、浙江省舟山市、江西省抚州市、广东省深圳市、海南省三亚市、重庆市渝北区、四川省绵阳市、四川省成都市

各设立 1 家证券营业部。报告期内上述 12 家证券分支机构均尚未完成设立。 

上述情况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 

3、未决诉讼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的须披露的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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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达重大诉讼和仲裁披露标准的其他未决诉讼和仲裁（不含资产管理案件、第三方代起诉案件和通

道类业务案件）的涉案总金额为21,959万元。 

4、《公司章程》修订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年修订）》《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合规管理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深圳证监局关于贯彻落实<证券公司和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的通知》（深圳局机构字[2017]165号）要求，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2019年12月，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月，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涉及重要条款相关内容将在监管核准

后生效。2020年3月，公司接到监管机构通知，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取消或调整证

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18号），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事项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后备案

管理，据此，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自2020年3月1日起正式生效。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5、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根据衔接规定，首

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未对公司定期报告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6、子公司重要事项 

2020年2月，公司委派曾晓玲女士担任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长城长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长富）董事；2020

年3月，经长城长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选举吴礼信先生为长城长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根据相

关监管要求，2020年3月，长城长富对其《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将经营范围变更为“受托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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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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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事项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7、信息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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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共披露了24份公告文件（公告编号2020-001至2020-012），具体请查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信息： 

序号 公告编号 公告名称 公告日期 

1 2020-001 2019 年 12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2020-01-10 

2 2020-002 202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01-14 

3 2020-003 关于 2019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2020-01-16 

4 —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0 年付息公告 2020-01-17 

5 2020-004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2020-01-22 

6 —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发行公告 2020-02-17 

7 —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募集说明书 2020-02-17 

8 —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募集说明书摘

要 
2020-02-17 

9 —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信用评级报告 2020-02-17 

10 — 
关于延长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

簿记建档时间的公告 
2020-02-18 

11 — 
关于延长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

簿记建档时间的公告 
2020-02-18 

12 2020-005 2020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02-19 

13 2020-006 2020 年 1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2020-02-19 

14 —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票面利率公告 2020-02-19 

15 —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发行结果公告 2020-02-21 

16 2020-007 关于 2019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2020-02-22 

17 2020-008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2020-02-22 

18 —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公告 
2020-02-28 

19 2020-009 2020 年 2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2020-03-06 

20 2020-0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020-03-07 

21 — 公司章程（2020 年 3 月） 2020-03-07 

22 2020-011 关于 2020 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的公告 2020-03-13 

23 — 关于“20 长城 01”债认购证券账户更正的公告 2020-03-17 

24 2020-012 2020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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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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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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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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

券 
190210.IB 

19 国开

10 
1,143,188,523.05 

公允价值

计量 
 3,801,276.95  5,952,857,933.75 4,786,761,038.88 15,009,141.72 1,181,654,827.32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债

券 
190215.IB 

19 国开

15 
1,061,358,511.09 

公允价值

计量 
259,862,984.26 2,120,930.67  22,694,286,655.22 21,974,547,846.46 98,025,270.46 1,082,590,651.8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债

券 
200004.IB 

20 附息

国债 04 
481,584,949.23 

公允价值

计量 
 14,958,730.77  792,639,202.83 313,126,192.18 17,624,910.07 497,256,973.1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债

券 
200002.IB 

20 附息

国债 02 
360,266,426.23 

公允价值

计量 
 1,824,453.77  2,034,004,224.82 1,680,968,503.60 9,738,694.48 363,129,568.52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债

券 
200203.IB 

20 国开

03 
306,804,451.83 

公允价值

计量 
 1,800,148.17  1,711,108,012.97 1,404,688,341.07 4,226,781.42 310,775,583.61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债

券 

112009030.I

B 

20 浦发

银行

CD030 

291,766,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615,700.00  291,789,100.82  2,923,746.72 294,712,847.54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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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券 
190203.IB 

19 国开

03 
286,135,947.96 

公允价值

计量 
 1,634,052.04  1,715,011,789.61 1,429,428,602.40 3,360,132.94 289,284,754.1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债

券 
163349.SH 

20 中旅

01 
260,000,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260,000,000.00  141,928.15 260,150,443.84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债

券 
180027.IB 

18 附息

国债 27 
246,492,702.58 

公允价值

计量 
 3,805,457.42  364,697,674.28 270,193,097.16 6,675,195.04 253,105,302.8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债

券 
190214.IB 

19 国开

14 
243,164,672.00 

公允价值

计量 
141,062,604.59 727,963.00  2,125,254,349.79 2,256,464,896.51 5,727,603.83 247,523,150.1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19,884,979,268.79 -- 20,825,893,923.03 10,978,781.43 11,277,018.79 90,763,067,551.95 90,943,608,442.08 234,360,043.08 20,384,060,883.10 -- -- 

合计 24,565,741,452.76 -- 21,226,819,511.88 43,267,494.22 11,277,018.79 128,704,716,496.04 125,059,786,960.34 397,813,447.91 25,164,244,986.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决议披露日期为 2020 年 04 月 21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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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为证券经营机构，投资金融工具业务属于本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为证券经营机构，投资金融工具业务属于本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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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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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已披露信息，及时回复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提问 7 则，通过信息披露电话 0755-83516072

及信息披露邮箱 cczqir@cgws.com 回答投资者各类咨询 4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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