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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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 2019 年末总股本 3,621,000,0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62,100,000 元，
占 2019 年度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2.67%，占母公司当年可供分配
利润的 57.33%。

二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安证券 60090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汲杨 于琪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
湖路 198号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
路 198号

电话 0551-65161691 0551-65161539
电子信箱 jiyang@hazq.com yuqi@haz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及子公司主要向个人、机构、企业客户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证券金融产品

和服务，以获取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以及通过自有资金投资获取投资收益等。 报告
期内，公司主要从事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和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等业务。 全资子公司华安新兴主要为母
公司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 全资子公司华富嘉业主要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业务，全资子公司华富瑞兴主要从事金融产品投资和股权投资业务，控股子公司
华安期货主要从事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业务，
主要参股公司华富基金从事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等业务。 根据收入性质
与资本使用方式的不同，公司主要业务可分为一般中介型业务、资本中介型业务及
资本型业务三大模式。 其中，一般中介型业务主要包括经纪、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
等业务；资本中介型业务主要包括融资融券、股票约定购回、股票质押式回购、做市
商等业务；资本型业务主要包括证券自营、股权投资、另类投资等业务。
业务模式 业务类型 主要经营模式

一般中介型
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
务资产管理业务私募
基金管理业务等

通过代理个人和机构客户在证券市场进行证券交易， 收取手
续费、利差和投资咨询费及销售提成；保荐或承销企业发行股
票或债券等有价证券，收取承销费、保荐费、财务顾问费；作为
资产管理人，对客户资产进行经营运作，收取管理费或一定比
例的业绩提成等

资本中介型
融资融券股票约定购
回股票质押式回购做
市商业务等

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入证券或者出借证券供其卖出， 收取
利息费；以约定价格向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卖出标的证券，
并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客户按照另一约定价格购回该标的证
券，收取价差；资金融入方以所持有的股票或其他证券质押，
向资金融出方融入资金，并约定在未来返还资金、解除质押，
收取利息费等；撮合客户交易，收取撮合费或利差等

资本型
证券自营业务直接投
资业务另类投资业务
等

运用自有资金买卖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品、大宗商品等，赚取
交易差价；通过投资和出售被投资公司股权，获取资本增值收
益等

（二）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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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融通资本、资本定价与资源配置等

功能。 证券市场与实体经济紧密依存，对于引导储蓄转化为社会投资、促进实体经
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
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在
这一思想引领下，资本市场将进一步明确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的定位，资本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金融体
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稳步推进创业
板和新三板改革。 未来几年，随着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
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提速、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政策法规
制度体系的更趋健全以及证券监管转型的成效显现， 我国证券行业将迎来更有质
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证券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将得到巩固和
提升。 在依法全面从严监管主基调下，各项业务发展更加规范有序，总体上处于快
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变革转型期。 与此同时，当前国际国内复杂因素影响也不可
低估。 2019 年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充满矛盾。 由于大国博弈加剧、贸易壁垒增
加、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上升，世界经济增速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
低水平。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
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受证券行业监管全面从严、投资者风险偏好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证券行业呈现明显
的螺旋式发展特征，周期性特征较为显著。 证券公司经纪、自营、信用交易等主要业
务对证券市场波动的敏感性较高，证券市场交投活跃、股指走高，则证券公司业绩
增长，反之则下滑。 2019 年公司经营业绩大幅提升，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的未
经审计的 2019 年证券公司经营数据， 整体经营水平进入综合类券商行业前三分之
一位次，部分经营指标进入前四分之一位次。 公司 2019 年行业分类评级继续保持 A
类 A 级。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0,963,424,390.00 44,411,587,307.07 14.75 39,908,058,594.15
营业收入 3,231,605,381.54 1,761,325,423.29 83.48 1,917,696,78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08,359,114.76 553,744,956.32 100.16 649,726,82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08,623,558.31 549,676,731.96 101.69 651,021,92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268,219,724.58 12,524,640,680.07 5.94 12,262,974,59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05,559,350.86 613,934,962.39 487.29 -4,096,152,555.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5 106.67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5 106.67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63 4.47 增加 4.16个百分点 5.3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987,846,689.64 448,629,808.92 745,609,231.14 1,049,519,65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78,060,050.49 80,076,836.82 315,263,260.73 234,958,96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77,003,506.38 79,160,468.11 313,916,352.00 238,543,23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05,646,059.85 -969,779,143.44 -883,666,917.46 153,359,351.9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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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8,4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0,1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
营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909,020,879 25.10 0 无 0 国有法人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53,550,000 296,133,305 8.18 0 无 0 国有法人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0,000 5.52 0 无 0 国有法人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安徽出
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
质押专户

170,000,000 4.69 0 质押 170,000,000 国有法人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
有限公司 -70,000,000 168,825,020 4.66 0 无 0 国有法人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35,128,317 3.73 0 无 0 国有法人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0,000 2.76 0 无 0 国有法人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96,520,226 2.67 0 无 0 国有法人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
公司 -10,679,600 89,320,400 2.47 0 无 0 国有法人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000,000 1.9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安徽出版集团因非公开发行 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将其所持
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220,000,000股过户至“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年可交换公
司债券质押专户”，后于 2017年 12月 27日办理了 105,000,000股
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2018年 7月 11日和 2018年 10月 26日又
分别办理了 15,000,000股和 40,000,000股的补充质押登记手续；
2、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3、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场所

2015 年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债券（五年
期）

15华安 02 136020 2015-11-2 2020-11-2 48,923 4.7 到期还本，
按年付息

上海证券
交易所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18 华证 01 143889 2018-10-29 2021-10-30 150,000 4.40 到期还本，
按年付息

上海证券
交易所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次级债券（第一期）

18 华 安
C1 150644 2018-8-23 2021-8-27 200,000 5.40 到期还本

付息
上海证券
交易所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次级债券（第一期）

19 华 安
C1 151550 2019-5-28 2022-05-30 100,000 4.5 到期还本，

按年付息
上海证券
交易所

5.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各项债券均按时进行了付息。
5.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9 年 5 月 20 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 15 华安 02 和 18

华证 01跟踪评级报告，跟踪评级报告于 5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评级报
告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评级结果的含义为“债务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
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评级展望为“稳定”，“15�华安 02”和“18 华
证 01”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评级结果的含义为“债券的偿付安全性很强，受不利经济
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评级结果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告。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对 15 华安 02 和 18 华证 01 在存续期内
进行跟踪评级，根据上交所对跟踪评级报告披露时间的要求，预计上述债券的跟踪评级
报告将于 2020年 6月 30日前披露，提请投资者关注。

无不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期内评级无变化，对投资者适当性无影响。
因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行其他债券、债务融资工具，报告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对公司进

行的主体评级不存在评级差异。
5.4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4.88 64.73 0.23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2 0.09 41.02
利息保障倍数 2.82 1.76 60.3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末，公司总资产 509.63亿元，较期初增长 14.75%；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权益 132.68亿元，较期初增长 5.94%。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32亿元、实现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3.48%、100.1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63%，较上年度增长 4.16个百分点。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
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的明细项目。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

通知》（财会〔2019〕16号），与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财会〔2019〕1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
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本报告第
十一节之“五、11、金融工具”。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
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年 1月 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
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 年 5 月 9 日， 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8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年 1月 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
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9年 5月 16日， 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年 1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日起执行本准则。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之“五、42（3）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或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 37次会议批准。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于 2020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适用□不适用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期货 92.04 /
1-1 安徽华安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资本 / 100.00
2 安徽华安新兴证券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新兴 100.00 /
3 华富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嘉业 100.00 /

3-1 安徽安华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安华基金 / 50.00
4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瑞兴 100.00 /
5 安徽安华创新二期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安华创新二期 100.00 /
6 安徽安华创新三期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安华创新三期 100.00 /
注：安徽华安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子公司华安期货的子公司；安徽安华基金投

资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华富嘉业的子公司。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十一节之“十、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期末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

序号 结构化主体全称 结构化主体简称 自有资金期末
份额比例(%) 产品期末净值

1 华安理财现金管理月月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理财月月红 0.22 2,294,194,000.00
2 华安理财合赢 1号债券分级集合管理计划 华安理财合赢 1号 15.92 130,775,573.63
3 华安理财合赢 5号债券分级集合管理计划 华安理财合赢 5号 15.01 202,891,901.82
4 华安理财合赢 8 号债券分级集合管理计划 华安理财合赢 8 号 12.67 651,116,541.81
5 华安理财合赢 9号债券分级集合管理计划 华安理财合赢 9号 14.37 860,680,431.35
6 华安理财合赢 12号债券分级集合管理计划 华安理财合赢 12号 15.87 482,328,000.11
7 华安理财富赢 1号债券分级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理财富赢 1号 15.95 192,372,758.84
8 华安证券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2号 100.00 227,308,736.77
9 华安证券 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3号 100.00 127,044,880.44
10 华安证券 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5号 100.00 337,726,817.80
11 华安证券 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6号 100.00 138,310,331.28
12 华安证券 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8 号 100.00 159,074,848.09
13 华安证券 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9号 100.00 486,330,048.25
14 华安证券 1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10号 100.00 99,016,547.39
15 华安证券 1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11号 100.00 10,007,101.02
16 华安证券 1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13号 100.00 10,006,509.25
17 安华定增 1号私募投资基金 安华定增 1号 56.82 143,361,613.57

注：安华定增 1号私募投资基金为华富嘉业发起设立的契约型私募基金。
上述结构化主体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十一节之“十、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3）本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①本期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合并报表
期间

本期未纳入合并范
围原因

1 安徽臻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臻诚创投 2019年 1-3月 注销
②本期增加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合并报表
期间

本期未纳入合
并范围原因

1 安徽安华创新二期风险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安华创新二期 2019年 6-12月 控制

2 安徽安华创新三期风险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安华创新三期 2019年 10-12月 控制

③本期新增结构化主体
序号 结构化主体全称 结构化主体简称 设立时间 报告期间 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华安证券 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3号 2019年 1月 2019年 1-12月 控制
2 华安证券 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5号 2019年 1月 2019年 1-12月 控制
3 华安证券 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6号 2019年 1月 2019年 1-12月 控制
4 华安证券 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8 号 2019年 10月 2019年 10-12月 控制
5 华安证券 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9号 2019年 10月 2019年 10-12月 控制
6 华安证券 1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10号 2019年 11月 2019年 11-12月 控制
7 华安证券 1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11号 2019年 11月 2019年 11-12月 控制
8 华安证券 1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 13号 2019年 12月 2019年 12月 控制
④本期减少结构化主体

序号 结构化主体全称 结构化主体简称 报告期间 未纳入合并范围
原因

1 华安理财安赢套利 1号限额
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理财安赢套利 1号 2019年 1-10月 自有份额减少，丧

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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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以现场加通讯形式
召开，现场会议地点在公司住所地。 会议应到董事 10 人，实到董事 10 人，其中董事
瞿元庆、独立董事王烨、尹中立、郑振龙以电话会议形式参加会议。 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章宏韬主持。 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数占董事总
数的 100%。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一）与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章宏韬、陈蓓回避表决。
（二）与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仕兵回避表决。
（三）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瞿元庆回避表决。

（四）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并授权董事长择机确定具体召开时

间和地点。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自营业务规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自营管理、风险监控等相关

规定的条件下，根据市场情况在以下额度内确定、调整公司 2020 年度自营投资的总
金额：

一、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的合计额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 100%，自营非
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的合计额不超过公司资本的 400%。 上述额度不包括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因融资融券业务、承销业务所发生的被动型持仓。

二、公司实施自营投资过程中如果发生情况变化，需要调整上述额度，授权董事
会进行调整并予公告。

上述额度是根据监管规定以及市场波动的特点所确定的自营投资额度上限，其
总量及变化并不代表董事会、 公司经营层对于市场的判断。 公司经营层将审慎经

营，根据市场环境决定实际自营投资额度的大小。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等相关规定， 结合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
素，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 2019 年末总股本 3,621,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62,100,000.00
元，占 2019 年度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2.67%。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
披露的《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情况工作的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合规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 2019 年度考核及薪酬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考核及薪酬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信息技术管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后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资产及财务状况。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重大关联交易专项稽核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反洗钱工作内部稽核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合规管理有效性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合规总监 2019 年工作考核报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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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以现场加通讯形式
召开，现场会议地点定于公司住所地。 会议应到监事 7 人，实到监事 7 人，其中监事
马军伟、李焱、李永良、张海峰以电话会议形式参加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强主
持。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数占监事总数的 100%。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

定。
（二）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一）与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与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规
定，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状况，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不存在

财务报告及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和重要缺陷，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
体系相关规定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监事会对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无异议。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情况工作的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合规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 2019 年度考核及薪酬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考核及薪酬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

的相关规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的反应公司实
际资产及财务状况。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并对相关财务信息进行调整，主要依据财政部

的有关规定及要求，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并对相关财务信息
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重大关联交易专项稽核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合规管理有效性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反洗钱工作内部稽核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公司 2019 年稽核工作情况和 2020 年稽核工作计划的报

告》。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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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 元（税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在批准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召开日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

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公告并非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公告所披露的利润分配方案尚待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利润分配的具体安排将另行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合并报表归属于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108,359,114.76 元， 母公司净利润为 938,513,988.64� 元。 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按照公司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债券存续期间“按照不低于税后利润 1%的比例计提任意盈

余公积金，按照不低于税后利润 11%的比例计提一般风险准备金”的决议，公司按
2019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1%、11%、10%分别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任意盈
余公积金、一般风险准备金、交易风险准备金共计 300,042,951.77 元；根据《证券公
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 <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 操作
指引规定》， 按大集合资管产品管理费收入的 10%计提风险准备金 6,863,047.43 元
后， 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631,607,989.44 元。 加上以前年度结余未分配利润
1,728,439,363.43 元（根据新会计准则调整后数据），减去公司 2019 年实施 2018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分配的股利 217,260,000.00 元，减去 2019 年指定的非交易性权益工
具处置转 出的未 分 配 利 润 879,764.36 元 ， 本 年 度 累 计 可 供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2,141,907,588.51 元。

根据相关规定，可供分配利润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不得向股东进行现金分
配，2019 年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为 142,811,755.97 元，
因此，公司 2019 年末累计可供股东现金分配的利润为 1,999,095,832.54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等相关规定， 结合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
素，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 2019 年末总股本 3,621,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62,100,000.00
元，占 2019 年度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2.67%。 分配后母公司剩余
未分配利润 1,779,807,588.51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本预案尚需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相关材料认为：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监管规定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规
定，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状况，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

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及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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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

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 年 7 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2019 年 5 月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下简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以
下简称“债务重组准则”）。 公司拟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

相应的变更。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
组》， 变更后， 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7 年新发布的新收入准则、2019 年新发布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以及债务重组准则。根据准则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新收入准则”；2019 年 6 月 10 日和 6 月 17 日起分别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

则”和“债务重组准则”，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和债务重组，根据新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不需要按
照新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根据新收入准则，公司根据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代替风险报酬转
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进而更加合理科学的确认公司的收入。 公司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和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上述变更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
生重大变化，对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和债务
重组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调整， 该调整对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
负债表和 2019 年度利润总额不构成任何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

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
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