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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开信息 

 
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公司名称 

法定中文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UAXI Securities Co.,Ltd. 

（二）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杨炯洋 

（三）注册资本及单项业务资格 

注册资本：2,100,000,000.00 元 

单项业务资格：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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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四）注册地址、办公地址、邮政编码、互联网地址及电子信箱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 

邮政编码：610095 

网址：http://www.hx168.com.cn 

电子信箱 : hxzq@ hx168.com.cn 

二、公司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http://www.hx168.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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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东总数为 36 家。 

（二）报告期末持股前 5 名的股东名称、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单位 持股比例（%） 

1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66 

2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14.18 

3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12.99 

4 都江堰蜀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67 

5 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49 

三、公司历史沿革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为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0 年 6 月 2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机构字[2000]133

号文批准，由原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四川证券交易中心合并

重组、增资扩股成立，注册资本 21 亿元，注册地为四川省成都市，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第一大股东。 

四、公司组织结构 

（一）部门设置 

公司设零售财富服务管理委员会和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管理委员

会。零售财富服务管理委员会下设网络金融部、市场营销部、财富管

理部、经纪业务分支机构、综合管理部、运营管理部、结算管理部、

信息技术部；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管理委员会下设股票投资部、证券研

究所、投资银行总部、债券发行部、场外市场部、并购重组部、资本

市场部、质量控制部、综合管理部。另设证券金融部、小微企业部、

衍生金融部、资产管理总部、固定收益部、稽核审计部、合规法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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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部、资金运营部、计划财务部、总裁办公室、党群工作办公

室、战略与人力资源部、董事会办公室。 

   （二）境内外分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 7 家境内分公司，无境外分

公司。公司境内分公司情况如下表： 

名称 地址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深南大

道4001号时代

金融中心18楼

A、B、C、D、E、

F、G、H 

2009年7月13日 --------- 邢修元 0755-83025921 

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川北分公司 

绵阳市安昌路

33号 
2013年6月17日 --------- 罗跃飞 0816-2241851 

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南充分公司 

南充市顺庆区

涪江路221号 
2014年4月28日 --------- 李湘泉 0817-2251175 

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攀西分公司 

四川省攀枝花

市新华街15号

东方新天地D

座3楼、4楼 

2014年5月13日 ---------   冯于顺 0812-3332970 

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经

纪业务管理

分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

曲阳路1号

1401室 

2013年4月17日   --------- 祖强 010-68718008 

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承

销保荐分公

司 

上海市浦东新

区陆家嘴丰和

路1号三幢南9

楼 

2013年4月17日 --------- 杜国文 010-51662928 

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泸州分公司 

泸州市江阳区

江阳西路49号

1幢3层2号 

2016年3月31日 --------- 向阳 0830-2581601 

 

http://channel.sac.net.cn/huiyuan/ziliao/baosong/Branch_Detail.jsp?id=705&pageIndex=1&gid=705&status=9&name=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type=0
http://channel.sac.net.cn/huiyuan/ziliao/baosong/Branch_Detail.jsp?id=705&pageIndex=1&gid=705&status=9&name=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type=0
http://channel.sac.net.cn/huiyuan/ziliao/baosong/Branch_Detail.jsp?id=705&pageIndex=1&gid=705&status=9&name=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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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内外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 3 家境内子公司，无境外子

公司。 

 

名称 

 

 

地址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华西期货 

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市 

青羊区 

通惠门 

路3号 

 

 

 

 

2008年5月6日，公司 

完成了成立于l993年3 

月20日的成都大业期货 

经纪有限公司的全资收 

购。2008年7月22日， 

完成了名称变更手续， 

名称变更为华西期货有 

限责任公司。 

3亿元 胡小泉 028-86286135 

华西金智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

天府大道北段

1480号拉德方

斯西楼三楼1号 

2010年5月31日 2亿元 李小平 010-66578689 

华西银峰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

曲阳路1号 
2012年11月30日 10亿元 杨炯洋 028-86150593 

五、公司证券营业部数量及分布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 75 家证券营业部，其中四川

省内有 53 家，其他 22 家营业部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江

苏、湖北、浙江、广东、重庆、云南、陕西、江西等地。 

地  区 营业部数量 

四  川 53 

北  京 3 

天  津 1 

上  海 2 

辽  宁 1 

江  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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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1 

浙  江 3 

广  东 2 

重  庆 4 

云  南 1 

陕  西 1 

江  西 1 

六、公司员工情况 

（一）母公司员工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员工总数为 3006人，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 具体类别 人数 

专业结构 

经纪业务人员 2224 

投行业务人员 112 

自营业务人员 17 

资产管理业务人员 39 

固定收益业务人员 33 

场外市场业务人员 20 

研究人员 7 

财务人员 103 

信息技术人员 180 

合规和风控人员 68 

行政后勤人员 125 

其他人员 78 

年龄分布 

30 岁以下 1339 

31 岁至 40 岁 1003 

41 岁至 50 岁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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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岁以上 103 

受教育程度 

博士 12 

硕士 370 

大学本科 1773 

大学专科 771 

大学专科以下 80 

（二）子公司员工情况 

1、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数为 102 人，其中董事长由华西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胡小泉兼任。员工分布情况为： 

项目 具体类别 人数 

专业结构 

财务人员 7 

信息技术人员 14 

客服人员 7 

营销人员 30 

其他人员 44 

年龄分布 

30 岁以下 51 

31 岁至 40 岁 37 

41 岁至 50 岁 10 

51 岁以上 4 

受教育程度 

硕士 31 

大学本科 55 

大学专科 16 

2、华西金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数为 8 人，均为直投业务人

员，其中董事长由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小平兼任。员工分

布情况为： 

项目 具体类别 人数 

年龄分布 30 岁以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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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岁至 40 岁 3 

41 岁至 50 岁 1 

51 岁以上 3 

受教育程度 

博士 1 

硕士 3 

大学本科 3 

大学专科 1 

3、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数为 7 人，均为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员工兼职。员工分布情况为： 

项目 具体类别 人数 

年龄分布 
31 岁至 40 岁 1 

41 岁至 50 岁 6 

受教育程度 

博士 1 

硕士 3 

大学本科 3 

七、公司资产质量、流动性情况、负债状况以及重要的投融

资活动简要分析 

（一）资产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809,187.12万元，扣除客户交

易结算资金1,749,479.00万元后自有资产总额为3,059,708.1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1,188,956.66万元。公司自有资产主要构成

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

度 

(%) 

变动说明 金额 

（万元） 

占自有

资产总

额比例 

(%) 

金额 

（万元） 

占自有

资产总

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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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结算备付金

及存出保证金（扣除客

户资金） 

379,662.22 12.41 505,740.30 16.98 -24.93 
加大融资类业务规模，导

致自有资金消耗较多 

融出资金 942,904.65 30.82 1,159,559.12 38.93 -18.68 
市场行情清淡，双融业务

规模降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376,919.27 12.32 415,840.21 13.96 -9.3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04,192.66 16.48 124,528.64 4.18 304.88 
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规模

大幅增加 

应收款项 7,477.72 0.24 21,575.71 0.72 -65.34 
交易量降低，代交收证券

清算款减少 

应收利息 37,792.87 1.24 27,967.01 0.94 35.13 

因双融业务利息结算方

式改变，导致应收利息增

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10,488.28 23.22 617,692.58 20.74 15.02 自营债券投资规模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2,755.26 0.09 3,102.96 0.10 -11.21  

固定资产 43,495.73 1.42 43,699.37 1.47 -0.47  

在建工程 17,687.80 0.58 17,721.28 0.59 -0.19  

无形资产 3,874.93 0.13 3,192.51 0.11 21.38 IT软件投入增加 

商誉 1,370.27 0.04 1,370.27 0.05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591.23 0.57 23,655.18 0.79 -25.63 
员工薪酬暂时性差异减

少 

其他资产 13,495.22 0.44 13,168.49 0.44 2.48  

公司资产主要以货币资金、结算备付金、融出资金、固定资产以

及各项金融资产等形式存在，公司资产优良、流动性良好。 

   （二）负债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扣除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后资产负债率为

60.81%，资产负债率处于合理范围，未来面临的财务风险较小。负债

主要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卖出回购

金融资产款、应付债券、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等。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  

金额 

（万元） 

占自有

负债总

金额 

（万元） 

占自有

负债总

幅度 

(%) 
变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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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比例 

(%) 

额比例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44,323.14  2.38 0.00  0.00 - 
卖出借入债券形

成的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51,736.52 13.53 365,148.00 18.98 -31.06 
双融收益权转让

回购规模降低 

应付职工薪酬 42,471.26  2.28 68,487.19 3.56 -37.99 
业绩下降，薪酬

计提金额降低 

应交税费 7,994.09  0.43 49,158.08 2.56 -83.74 
利润额下降，应

交所得税减少 

应付款项 4,604.88  0.25 1,741.96 0.09 164.35 
应付证券清算款

增加 

应付利息 41,645.27  2.24 46,936.45 2.44 -11.27   

应付债券 1,375,636.21  73.93 1,310,000.00 68.10 5.01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59.95 0.15 2,913.92 0.15 -1.85  

其他负债 89,357.29  4.81 79,146.32 4.12 12.90  

（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包括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负债、衍生金融资产和负债

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资产、负债均以历史成本计量。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万元） 期初余额（万元） 

金融资产     

其中：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76,919.27 415,840.21 

2、衍生金融资产 0.00 0.00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78,470.24 589,760.14 

金融资产小计 1,055,389.51 1,005,600.35 

金融负债   

其中：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44,323.14 0.00 

2、衍生金融负债 0.00  0.00 

金融负债小计 44,323.14  0.00 

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期增加 15,527.45万元，公司不存

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金融资产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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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各项业务经营概况 

（一）经纪业务 

1、经纪业务总体情况 

2016 年经纪业务创造收入 23.71 亿元，为持续打造公司核心竞

争力孕育了新的希望。 

作为衡量经纪业务的两大核心指标：就量（市占率）而言，2016

年公司股票基金市占率为 0.88%，较上年下降 7.37%；就价（佣金率）

而言，2016年公司净佣金率为 0.598‰，较上年下降 29.66%。 

（1）创新财富管理体系，助推业务加速转型。为进一步探索财富

管理业务模式，2016年公司采用通道佣金与服务佣金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收费模式创新，找准细分市场中的各种目标客户群体，持续探索

和优化各种业务收费模式。在佣金精准后端收费的基础上，拓展了原

有佣金收费模式，为公司后续增值业务实现“变现”打下坚实基础。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签约增值产品服务覆盖了公司 20余万户客

户 

（2）推动产品平台建设，丰富金融产品种类。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与 43家基金管理公司、11家信托公司、8家资产管理公

司、1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签署代销主协议，上线公募基金超过 1500

只，实现金融产品销售额 146.95亿元。 

（3）优化信用业务管理，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公司基于约定式购

回开发了低易贷产品。为财富管理客户群提供了股票资产快速变现，

解决客户资金周转、资金短期拆解、消费垫资等需求的融资工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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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融资融券客户合约展期线上办理，使客户能在网上自助进行合约

展期，大幅提升客户感受。 

（4）深入互联网金融，探索业务发展新模式。结合客户营销场景，

全面重塑 O2O使用流程，细化移动金融微店应用场景，充分发挥金融

社交属性，吸引目标客户。同时，完善平台构架，重点升级业绩统计

功能，使营销助手全面贯穿客户营销各个环节，多维度系统性展示公

司信息、服务人员信息以及产品服务体系，加强与客户互动，帮助营

销人员对客户以及产品情况形成全景视野，有针对性地进行展业。 

（5）稳步推进网点建设，落实公司战略布局。2016 年完成江西

南昌营业部新设工作并于 5月顺利实现开业。南昌营业部的新设有助

于公司开拓江西良好的市场资源，进一步填补川外中心城市网点空

白，扩大公司市场影响力。 

（6）开拓创新业务，打造全业务链条。2016年 11月 3日，公司

取得了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为公司打造全业务链条创造了

条件。 

2、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1）公司拥有代销开放式基金业务及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

2016年代销证券投资基金 113.81亿元，公司资管产品 33.14亿元。 

（2）2016 年，公司顺应证券行情及证券监管形势，积极调整产

品代销策略，将公募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作为销售重点。中国基

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后，公司对《代

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办法》及《代销金融产品业务管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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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制度进行了修订，新拟定印发了《代销私募投资基金业务管理

实施细则》，以适应产品代销业务规范发展需要。 

3、信用业务 

（1）融资融券业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 75 家

分支机构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交易，基本涵盖了所有具备开户需求的客

户。2016年末公司融资融券余额 94.49亿元，业务规模居行业 22位。

实现利息收入 7.17亿元，佣金收入 2.98亿元。 

（2）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2016年，公司约定购回业务实

现利息收入 526.81万元，交易收入 6.86万元。约定购回业务签约客

户数 438户，存在待购回交易的客户数为 13户，待购回金额 2278.91

万元，应收利息约 130.13万元。 

（3）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2016年，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实现利息收入 12,397.69万元。    

（二）投资银行业务 

2016 年投资银行业务实现收入 29,365.40 万元，业绩继续保持

上升态势。2016年执行的承销合同总承销金额达 927,059.78万元，

实现承销佣金收入 17,009.58万元，包括 A股首发 3家、非公开发行

5家。实现财务顾问收入 9,858.50万元，其中保荐费 1,461.32万元。 

1、投资银行总部业务情况 

（1）股权融资业务继续取得良好成绩。完成项目 8个，其中 IPO

项目 3个、非公开发行项目 5个。 

（2）根据公司战略要求，调整组织结构，设立了投行一至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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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综合金融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债券发行部（原固定收益总部）、

场外市场部两个业务部门共同组建了华西多层次、业务种类完整的融

资业务梯队。建立统一的中后台部门，将资本市场部、质量控制部、

综合管理部从原投资银行总部独立，统一对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前台业

务提供业务支持。 

（3）2016 年顺利完成帝王洁具、易明医药、贵广网络等中小企

业股票发行上市项目以及和邦生物再融资等项目。同时开拓了一批西

部优质中小企业项目，秉持与客户共同成长的理念，继续为步步高连

锁、动力源、易华录等长期合作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 

（4）创新业务发展，公司完成的云南煤化工集团整体破产重整项

目被最高人民法院评选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破产重整热点案件”。 

（5）作为主发起人之一，与航天科工集团、成都市人民政府和四

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共同出资设立航天工业互联网智

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6）取得了银行间交易商协会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商

（证券公司类）资格，具备了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定向工具、

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据、项目收益票据等融资工具的承销资格。 

（7）优化管理措施，着手建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对各类融资业

务的项目进度监督、质量控制、绩效管理、人员管理、合同管理等进

行信息化管理，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2016 年投资银行总部实现全年业务经营零违规，未发生监管扣

分事项，也未发生其他造成公司损失或者影响公司声誉的负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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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至今，投行业务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实现了收入及利润逐年

增长，保持了连续良好向上的趋势。 

2、场外市场业务情况 

2016年，公司抓住新三板市场快速增长的历史机遇，以新三板

推荐挂牌业务为基础，向挂牌公司提供持续督导、股份定向发行、并

购重组、做市等业务。一年来，公司推荐挂牌企业 26家，在 86家主

办券商中排名第 61位（排名来自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推荐材料

已成功受理正由全国股转公司审核 5家。2016年公司为 3家新三板

挂牌公司提供了做市服务，另有 2家新三板公司已取得库存股（或处

于定增股份登记流程中），即将提供做市服务。另外，公司还储备了

大量项目，与包括四川、浙江、江苏、北京、大连、湖北等地的二十

多家企业签订了保密协议或财务顾问协议，完成了大量的项目储备工

作。 

3、债券发行业务（原固定收益业务）情况 

2016年债券市场波动巨大，债市利率有上行趋势，对 2017年的

债券承销业务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面对市场风险，公司利用四川根据

地战略，构建机构投资者渠道，成功发行 2016年泸州市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收益债券（第一期）。这是全国首支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收益债，

是华西证券金融创新的成果。2016 年公司债券承销业务共实现收入

1597.9万元，行业排名 77名。主承销债券金额 39亿元，分销代销金

额 35.5亿元，主承公司次级债金额 18亿元，总承销金额 92.5亿元。 

（三）自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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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票自营。2016年，国内经济主要由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支撑，

受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货币政策收紧以及美元加息的冲击，A股

市场从快速下跌进入横盘震荡的态势。在动荡的市场背景下，公司坚

持价值投资的原则，按照组合保险策略，对于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品种

采取了恒定仓位持有策略，尽可能地把握市场机会，最终收益为-2300

余万元。 

2、债券自营。2016年，债券市场经过两年时间的上涨，收益率

和信用利差都处于历史低位，资金成本逐渐上升，债券票息收益下降，

且信用风险集中爆发，一至三季度债券市场总体呈现波动走势，四季

度出现剧烈调整。公司积极调整投资策略，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提升

收益。2016 年，基于对债券市场偏谨慎态度，公司将持仓组合的久

期和杠杆保持在较低水平，降低了利率上行对债券组合产生的负面影

响。同时，通过开展国债期货、债券借贷、利率互换、分级 A、可转

债等品种的多策略交易方式，增厚了投资组合收益，实现了优秀的投

资业绩。 

证券自营投资业务总体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证券投资收益 21,082.93 51,715.73 

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收益 149.74 35,120.9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收益 20,730.52 16,313.49 

衍生金融工具投资收益 202.68 281.28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491.63 -14,593.11 

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967.68 -14,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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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工具 194.15 -561.11 

交易性金融负债 329.80  

其他 -3,862.22 -3,012.98 

合计 18,712.35 34,109.64 

注:上表中的其他项主要为回购利息支出。 

（四）资产管理业务 

1、2016年是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转型发展并初现成果之年。公司

通过改造盘活存量产品，并新设多个产品在固定收益业务领域大展拳

脚。同时，对接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债券委外投资业务，截

至 2016年底，公司已与多家国有银行、大型股份制银行和地区城商

行及农商银行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良好的投资业绩助力管理规模不

断提高。同时，公司加大了量化投资、资产证券化等主动管理业务的

资源投入，为业务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持续运作的集合产品共 7支，受

托资金规模为 77.00亿元，较 2015年末增长 181.94%；公司持续运

作的定向资产管理产品共 65支，期末受托金额为 92.00亿元，其中

主动投资管理的定向产品共 6支，受托金额为 40.11亿元，被动管理

的定向产品共 59支，受托金额为 51.89亿元。被动管理的定向产品

中 59支产品为与银行和企业合作开展的通道类定向产品（包括一支

与企业开展的大股东增持通道类产品），投资范围涉及债权（债权收

益权）、委托贷款、信托计划、股票等。 

2、报告期内资产管理业务业内竞争状况、公司所处的市场地位

和竞争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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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平均受托管理资金净值、受托

资金总体损益和平均受托资产管理收益率等情况如下：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平均受托资金规模（净值） 480,666.93 322,383.12 414,596.71 

受托资金总体损益 13,876.46 39,328.68 53,953.07 

平均受托资产管理收益率 2.89% 12.20% 13.01% 

公司资管债券投资业务的投研能力获得多家机构认可，尤其是在

年度债市波动时期表现良好，获得多家委托机构的高度评价，衍生了

诸多业务机会。同时，公司积极布局资产证券化业务等业务，未来公

司将继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推动资管债券投资管理业务、资产

证券化业务等业务，推进资产管理业务稳步发展。 

2016年，公司资产管理业务集中于债券投资，各非标类集合计

划陆续到期，且集合产品新增规模都在下半年发生，受产品投资标的

变化和新增规模年内存续期限偏短影响，2016年集合计划投资绝对

收益低于往年。公司虽在积极布局固定收益、量化投资、资产证券化

等业务，但由于 2016年业务刚起步，存量产品集中到期，公司资管

业务净收入排名有所下滑。  

九、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结论及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意见 

（一）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结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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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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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报告期内

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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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意见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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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一）薪酬管理的基本制度及决策程序 

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借鉴国内外证券行业的标准，为董事、监事

提供符合其肩负的职责的薪酬。公司创立大会暨 2014 年第一次股东

大会通过了《关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事项的议案》及《关

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薪酬事项的议案》，确定了董事、监事

的薪酬标准。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员工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确立

了公司薪酬分配的基本原则，公司高管的薪酬结构、职级确定规则和

薪资计发规则均以此办法为依据。高管人员的薪酬主要由月度薪酬、

绩效奖金和福利三部分构成。高管人员月度薪酬根据其职级以及季度

考评结果发放；年度绩效奖励由董事会根据其实际履行职责的绩效情

况和所分管或管理部门的绩效考评结果确定；福利包括国家法定福利

和公司自定福利，国家法定福利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公司

自定福利方案经公司批准后实施。2016 年，公司高管人员无非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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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高级管理人员可分配绩效奖励的 60%当年发放，40%延期支付，

延期支付期限为三年，延期支付部分按照等分原则发放。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总额及其分布情况 

2016 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发薪酬总额为

28,104,965.23 元（税后，以下同），其中： 

1、现任董事（不含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共 6 名）薪酬总

额为 3,329,078.19 元； 

2、现任独立董事（共 5 名）薪酬总额为 504,000.00 元； 

3、现任监事共 3 名，监事薪酬总额为 2,556,003.15 元； 

4、高级管理人员共 10 名（含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2 名），

薪酬总额为 21,715,883.89 元。 

十一、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支持国家和地方经济建

设；切实做到依法、合规经营，创造良好经济效益；加强投资者教育、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积极支持公益、扶贫事业，

树立良好的企业文化，鼓励员工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一）加强制度保障。公司建立《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并将社会

责任工作列入常态工作范畴，根据公司党委会、董事会、党政联席会

等决定的社会责任工作事项抓好落实。公司董事会定期检查和评价公

司社会责任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形成社会责任报告。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着力精准扶贫。公司积极融入全省扶贫工作大局，心系困

难群众着力精准帮扶。各基层党支部积极倡导组织公益助学、无偿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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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关爱孤寡老人、慰问农村老党员等活动，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国

企责任。 

1、落实扶贫资金，经济帮扶“献血”。2016年，公司累计投入

430多万资金用于精准扶贫。其中，直接向北川县开坪乡凤阳村和坝

底乡通坪村捐款 420 万（目前已支付 320 万，剩余 100 万将于 2017

年底前支付），以物折资 5.66 余万；包括 3 月在北川县凤阳村开展

“新春送温暖”活动，慰问贫困户 18户，认购农产品 536套；11月

在“走基层、送温暖”活动中为通坪村 143户贫困户购买 160套床上

用品；公司还积极参与四川证监局主导的行业系统的扶贫工作，直接

向广安市岳池县北城乡高木桥村捐赠资金 8万元，作为危房改造的施

工费用。 

2、提供人力支持，产业扶贫“造血”。2016年，公司先后选派

了 3 名扶贫挂职干部派驻北川县开坪乡凤阳村、北川县禹里镇三坪

村、北川县坝底乡通坪村。派驻干部迅速完成角色转变，深入基层，

走村入户，综合利用各类资源，积极为产业脱贫想办法、找门路；帮

助凤阳村建立了土特产电商营销平台，销售腊肉、土鸡和蜂蜜等土特

农产品 20 余万元；牵头为凤阳村设立了全新的互助贷款资金社，公

司投入资金 60 万元，以有偿借贷的形式支持凤阳村村民生产发展。

公司班子成员先后 5次赴北川走访慰问贫困村民和驻村干部，另外作

为省级工作组的成员单位，先后两次组织 12 名职工赴北川县、梓潼

县参与为期 15天的全省脱贫攻坚督导调研和验收考核抽查工作。 

3、首发扶贫债券，金融扶贫“输血”。公司还充分结合自身的

行业特点和专业优势，积极整合政策资源，创新性首发扶贫债券，引

入社会资本，在不增加地方政府债务的前提下，有效解决了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的资金难题。2016年 9月 12日，由公司主承销的全国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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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审计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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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审计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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