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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各期的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5GW

单晶硅

拉晶生产项目

实施主体 预计投资金额（万元） 预计达产时间

1

项目一期（

1.5GW

） 弘元包头

99,653.11 2019

年

12

月

2

项目二期（

2GW

） 弘元包头

100,748.50 2020

年

7

月

3

项目三期（

1.5GW

） 弘元包头

101,564.89 2021

年

5

月

合 计

301,966.50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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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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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8

月19日12:30-14:3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19年8月9日通

过现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行政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和《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5GW单晶硅拉晶生产项目” 具体

实施安排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公司

拟对部分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5GW

单晶硅拉晶生产项目"具体实施安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59）。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18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12,6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5,040.00万股。本次资本公积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由126,000,000股变更

为176,400,000股。注册资本由126,000,000元变更为176,400,000元。

同时， 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年4月17日公

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及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相

关条款进行修改，并且办理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6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的修订，公司的《董事会议事规则》作为章程附件予

以一并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的修订，公司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作为章程附件

予以一并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于2019年9月4日在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确定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8月30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19-062）。

三、备查文件

1、《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3185� � � �证券简称：上机数控 公告编号：2019-057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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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8

月19日9:30-11:0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19年8月9日通

过现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行政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和《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5GW单晶硅拉晶生产项目"具体实

施安排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公司

拟对部分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章

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

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其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

投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将本次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5GW

单晶硅拉晶生产项目"具体实施安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59）。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18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12,6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5,040.00万股。本次资本公积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由126,000,000股变更

为176,400,000股。注册资本由126,000,000元变更为176,400,000元。

同时， 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年4月17日公

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及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相

关条款进行修改，并且办理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6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0日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728� �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19-044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本

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总股本3,365,447,047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36,544,704.70元（含税）。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元证券 股票代码

0007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锦峰 杨璐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

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

A

座国元证券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

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

A

座国元证券

电话

0551-62207968 0551-62207323

电子信箱

ljf2100@gyzq.com.cn yanglu@gyzq.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85,037,421.63 1,109,717,564.95 4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2,642,231.89 231,685,631.50 8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27,580,788.76 229,237,411.07 86.52%

其他综合收益（元）

6,888,669.24 -223,341,068.8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79,459,743.24 345,091,484.80 1748.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07 8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3 0.07 8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0.90%

增长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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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元）

83,837,563,142.66 78,039,209,869.44 7.43%

负债总额（元）

59,267,280,216.74 53,391,523,076.00 1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558,825,598.34 24,636,332,892.30 -0.31%

母公司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29,359,110.84 902,673,281.59 36.19%

净利润（元）

247,322,107.41 158,739,091.87 55.80%

其他综合收益（元）

3,822,308.18 -218,344,441.1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73,809,228.74 -74,760,545.39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 0.05 46.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 0.05 46.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0.65%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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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元）

67,578,680,165.87 60,379,113,276.66 11.92%

负债总额（元）

44,286,014,748.14 36,827,090,186.73 20.25%

所有者权益总额（元）

23,292,665,417.73 23,552,023,089.93 -1.10%

3、母公司净资本及有关风险控制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核心净资本

14,464,809,476.09 14,983,898,788.38 -3.46%

附属净资本

1,499,973,637.15 1,499,962,327.45 0.00%

净资本

15,964,783,113.24 16,483,861,115.83 -3.15%

净资产

23,292,665,417.73 23,552,023,089.93 -1.10%

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

6,247,923,767.65 6,246,645,957.30 0.02%

表内外资产总额

54,558,695,267.38 51,981,600,562.23 4.96%

风险覆盖率

255.52% 263.88%

减少

8.36

个百分点

资本杠杆率

27.34% 29.28%

减少

1.94

个百分点

流动性覆盖率

259.91% 167.32%

增加

92.59

个百分点

净稳定资金率

141.85% 127.83%

增加

14.02

个百分点

净资本

/

净资产

68.54% 69.99%

减少

1.45

个百分点

净资本

/

负债

52.42% 59.40%

减少

6.98

个百分点

净资产

/

负债

76.49% 84.87%

减少

8.38

个百分点

自营权益类证券及证券衍生品

/

净资本

2.79% 3.44%

减少

0.65

个百分点

自营固定收益类证券

/

净资本

146.90% 117.18%

增加

29.72

个百分点

4、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4,8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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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43% 721,127,561 72,487,561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54% 455,707,462 0

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3% 202,965,173 202,965,173

质押

101,482,586

安徽省安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0% 144,626,298 0

质押

60,000,000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8% 144,049,2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99% 100,627,761 0

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6% 92,842,512 14,497,512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 90,663,053 0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7% 79,601,986 79,601,986

安徽国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84% 62,063,5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转融券借出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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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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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7、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证券公司次级债

券

17

国元

C1 118968 2017

年

9

月

8

日

2020

年

9

月

8

日

300,000 5.15%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第一期）品种一

18

国元

01 114328 2018

年

4

月

23

日

2019

年

4

月

23

日

150,000 4.8%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第一期）品种二

18

国元

02 114329 2018

年

4

月

23

日

2021

年

4

月

23

日

350,000 5.05%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第二期）

18

国元

03 114358 2018

年

8

月

20

日

2019

年

8

月

20

日

250,000 4.2%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第三期）

18

国元

04 114392 2018

年

11

月

7

日

2019

年

11

月

7

日

150,000 4.07%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第一期）

19

国元

01 114464 2019

年

4

月

17

日

2022

年

4

月

17

日

330,000 4.25%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1.50 0.90 67.25%

资产负债率

62.81% 62.31%

增加

0.5

个百分点

速动比率

1.22 0.58 111.9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95 1.49 30.9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上半年，受科创板开板、MSCI扩容、A股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指数、沪伦通开通、QFII

额度翻倍、股指期货松绑等诸多有利因素影响，A股市场表现较为亮眼，呈现出结构性牛市特

征，这为公司各项业务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面对积极有利的市场环境，公司聚焦

“十三五” 发展目标，按照“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增协同、强执行、科技赋能、集约

化经营、精细化管理”工作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增强资本实力，保持充裕合理的流动性

安排，提高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与风险防控能力，各项业务稳步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2019年7月，公司被评为A类A级证券公司，这是自2007年行业实施分类评价以来，公司第11次

获得A类评级。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85亿元，同比增长42.83%；发生营业支出10.44亿元，

同比增长26.05%；实现利润总额5.48亿元，同比增长91.5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3亿

元，同比增长86.74%。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585,037,421.63 1,109,717,564.95 42.83%

主要系证券投资收益增加及手续费收入增加所

致

营业支出

1,043,715,577.22 828,024,864.33 26.05%

所得税费用

115,515,129.55 54,645,295.30 111.39%

利润增加导致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79,459,743.24 345,091,484.80 1748.63%

客户证券结算交易资金及公司自营正回购融入

资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78,593.25 -211,857,777.10 --

本期投资联营公司的长期投资款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5,402,322.77 1,543,453,578.75 -200.13%

债务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847,936,797.22 1,695,627,774.86 185.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主营业务分业务情况

单位：元

业务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支出 营业利润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支出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利润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纪业务

494,127,316.03 359,097,000.59 27.33% 12.34% -1.66%

增加

10.35

个百分点

证券信用业务

422,648,253.95 253,855,284.05 39.94% -17.58% 615.02%

减少

53.14

个百分点

投资银行业务

208,592,922.76 91,626,253.82 56.07% 39.10% -13.35%

增加

26.59

个百分点

自营投资业务

385,703,637.47 38,043,274.85 90.14% -- -31.53%

减少

79.66

个百分点

资产管理业务

55,079,295.80 27,277,722.51 50.48% -9.34% -34.28%

增加

18.79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业务情况说明

（1）经纪业务

2019年上半年，A股市场量价齐升， 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额达5,873.61亿元， 同比增长

33.92%。公司经纪业务秉承“以客户为中心” 的理念，进一步加强投顾团队建设，不断丰富财

富管理体系产品线，积极推动向财富管理转型；同时，通过金融科技赋能，提升客户体验，促进

线上线下一体化，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上半年，母公司股基交易量1.15万亿元，行业排名28

位，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3.49亿元，行业排名29位。截至2019年6月末，母公司托管证券市

值2,618亿元，行业排名28位。（数据来源：万得资讯、中国证券业协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经纪业务净收入49,412.7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34%；发生经纪业

务成本35,909.7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6%；实现经纪业务利润13,503.0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80.81%。其中：母公司实现经纪业务净收入43,291.7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18%；发生经纪

业务成本27,780.4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97%；实现经纪业务利润15,511.25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118.71%。

（2）证券信用业务

截至2019年6月末，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为9,108.17亿元，同比下降0.93%；行业股票质押

回购融出资金合计5,267.67亿元，同比下降31.60%（数据来源：万得资讯、中国证券业协会）。

2019年上半年，公司融资融券业务通过灵活定价、优化考核激励等措施，不断加强市场拓展和

客户营销；股票质押业务严格按照标准筛选项目，同时加强贷后跟踪管理，提升项目风险防控

和预警能力。 截至报告期末， 母公司融资融券余额111.80亿元， 同比下降1.08%， 市场占比

1.23%；股票质押余额66.08亿元，同比下降27.7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信用业务净收入42,264.8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58%；发生信用业

务成本25,385.5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15.02%；实现信用业务利润16,879.30万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64.64%。其中，母公司实现信用业务净收入41,566.2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40%；发生信

用业务成本24,878.0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00.73%；实现信用业务利润16,688.15万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62.92%。

（3）投资银行业务

2019年上半年，A股市场股权融资有所下降，合计融资规模6,125.66亿元，同比下降

13.63%；信用债市场回暖，其中公司债和企业债发行规模12,098.05亿元，同比增长78.13%；科创

板正式开板，为券商投行业务带来了新的业务增量。公司投行业务以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推

出为契机，着力提升项目筛选与识别能力、定价与销售能力；同时，积极拓展可转债、ABS等业

务。上半年，母公司共完成7个股权、12个债权项目，推荐3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318家企业在

区域市场挂牌；合计承销金额123.85亿元，同比增长60.0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投行业务净收入20,859.2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10%；发生投行业

务成本9,162.6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35%；实现投行业务利润11,696.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64.54%。其中，母公司实现投行业务净收入20,164.3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21%；发生投

行业务成本8,260.5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25%；实现投行业务利润11,903.85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40.51%。

（4）自营投资业务

2019年上半年，A股市场走势较好，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分别上涨19.45%和26.78%；新三板

做市交易回暖，做市指数上涨5.81%；中债总全价指数下跌0.37%；债券市场66只债券出现违约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违约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公司自营权益类投资坚持价值投资理

念，准确判断市场机会，深入开展行业研究，精选个股，取得良好投资收益；固收类投资不断加

强宏观研究、信用研究，优化投资结构，丰富收入来源，同时在严防信用风险基础之上，稳步提

升投资规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自营业务净收入38,570.3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6,531.70万元；发生

自营业务成本3,804.3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53%；实现自营业务利润34,766.03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48,283.90万元。其中，母公司实现自营业务净收入17,983.7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

646.42万元；发生自营业务成本2,726.07万元，比上年同比下降25.64%；实现自营业务利润15,

257.6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3,586.41万元。

（5）资产管理业务

2019年上半年，在“去通道、积极转型主动管理”的背景下,券商资管业务规模持续下滑。

截至2019年6月末，证券业资产管理业务合规受托资金规模13.59万亿元，同比下降14.48%（数

据来源：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以净值化管理为转型方向，积极推动资管业务

回归原本,持续提高主动管理能力；不断加强渠道建设，提升产品设计与销售能力；持续优化中

后台支持，提升客户服务质量。截至2019年6月30日，母公司资产管理规模为764.75亿元，同比

下降21.65%；其中集合资产管理规模为160.32亿元，同比下降12.97%；定向资产管理规模583.43

亿元，同比下降26.32%；专项资产管理规模21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5,507.9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34%；发生资产

管理业务成本2,727.7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4.28%；实现资产管理业务利润2,780.16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44.42%。其中：母公司实现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5,005.4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2%；发生资产管理业务成本1,331.1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4.48%；实现资产管理业务利润

3,674.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57%。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施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2019年3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和修订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具体公告见2019年3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四项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本报告期内新增结构化主体

序号 结构化主体全称 结构化主体简称 设立时间 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国元证券

5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国元证券

5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019

年

3

月 控制

2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国元证券

8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国元证券

8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019

年

4

月 控制

②本报告期内减少结构化主体

序号 结构化主体全称 结构化主体简称 减少原因

1

国元证券招元

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招元

7

号 清算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咏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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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通知于2019年8月8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实际出席董事1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上半年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2019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2019年上半年， 公司未经审计合并报表反映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3

亿元，其中：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2.47亿元，加上以前年度结余的未分配利润31.96亿元，累

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4.43亿元。

公司2019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总股本3,365,447,04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36,544,704.70元，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以

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2019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子公司规范整改有关工作意见的函》（机构部

函〔2017〕1791号）等文件要求，公司拟将所持的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

6,104.08万股（占其注册资本的7.02%）非公开协议转让至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根据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测算，本次交易金额初步

测算为6,383.65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经有权部门备案通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具体相关事宜。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蔡咏先生、许斌先生、俞仕新先生、许植先生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前述《2019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授权

公司董事长确定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并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发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风

险控制指标报告》《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安徽

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2019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

让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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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

知于2019年8月8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8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表决的监事5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上半年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公司该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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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8月19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6年8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

公告。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将于2019年8月30日届满， 现将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及锁定期届满后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

1.为落实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相关要求，2015年9月2日、14日，公司分

别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议案》和《关于设立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的议案》。2015年9月16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截至2016年3月13日，公司累计

回购股份29,561,4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051%,支付的总金额约4.7亿元（含交易费

用）。

2.2016年7月7日，安徽省国资委下发《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皖国资改革函〔2016〕435号），同意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

股票来源为公司已回购股份。员工购买回购股票的价格为公司第七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价格。

3.2016年8月3日、19日，公司分别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二次修订稿）〉的议案》；2016年8月26日，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了员工持股计划的股

票过户手续。 公司回购的股票共29,561,484股由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过户至由华福证券管

理的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和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完成过户后，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7,000,5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564%；锁定期为36个

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资产管理计划名下之日（2016年8月30日）起计

算。

4.2017年5月23日，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

成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数量变更为10,500,7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未发生变化。

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满后的后续安排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结束后，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机构华福证券将根据员工持

股计划持有人的意愿决定是否卖出股票。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终止

1.根据《员工持股计划（二次修订稿）》相关规定,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6年，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之日（2016年8月19日）起计算。

2.根据《员工持股计划（二次修订稿）》相关规定，存续期届满后自行终止，也可经持有人

会议审议批准提前终止或延长。锁定期结束后，在存续期内当资管计划全部为现金时，员工持

股计划可以提前终止。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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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计提信用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2019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9年上半年（以下简称“本

期” ）的经营成果，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持有的

金融资产风险特征变化情况，对存在减值迹象的金融资产（含融出资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和应收账款等）计提各项信用减值准备合计25,629.82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计提减值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9

年

1-6

月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融出资金

1,375.6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2,437.87

其他债权投资

1,214.50

应收账款

601.81

合计

25,629.8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对公司报告期损益的影响

公司本期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合计25,629.82万元，减少公司本期利润总额25,629.82万元，减

少公司本期净利润19,222.37万元。

三、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融出资金

公司本期计提融出资金减值准备1,375.64万元,主要为公司对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的

融出资金，未能按期收回，且其维持担保比率低于50%。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公司计提相应的预期信用减值损失。

（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公司本期计提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减值准备22,437.87万元， 主要为待购回的标的证券

“ＳＴ华业” 和“ＳＴ中孚” 股价持续下跌，且低于100%维持担保比例（含部分场外冻结资

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计提相应的预期信用减值损失。

（三）其他债权投资

公司本期计提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1,214.50万元，主要为公司自营证券投资持有的“16

秋林01” 债券未能按期给予兑付。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计提相应

的预期信用减值损失。

（四）应收款项

公司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601.81万元，主要因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期末余额有所增加和账龄结构变化所致。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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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股权服务集团” ）35%的股权，系第一大股东。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基金经营机

构子公司规范整改有关工作意见的函》（机构部函〔2017〕1791号）等文件要求，公司拟将所

持的股权服务集团部分股权6,104.08万股（占其注册资本的7.02%）非公开协议转让至安徽国

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金控集团” ），根据股权服务集团2018年末经

审计净资产测算，本次交易金额初步测算为6,383.65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经有权部门备案通

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

国元金控集团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系关联交易。

2019年8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19年8月19日，公

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就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关联董事

蔡咏先生、许斌先生、俞仕新先生、许植先生回避表决。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审

议通过该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不

需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

本次交易尚需向有权机构备案。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18号

主要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1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工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19961611L

经营范围：经营国家授权的集团公司及所属控股企业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资本运

营，资产管理，收购兼并，资产重组，投资咨询。

股东情况：安徽省国资委持有其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安徽省国资委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历史沿革

国元金控集团是根据国务院关于信托投资公司整顿重组和信托、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管

理的要求，经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秘[2000]274号文批准，在原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安徽

省信托投资公司等企业整体合并的基础上，于2000年12月30日组建成立，注册资本30亿元，为

安徽省国有独资企业。

（三）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根据国元金控集团审计报告：截至2016年末，国元金控集团（合并）资产总额885.32亿元，

负债总额555.60亿元，所有者权益329.72亿元（其中少数股东权益206.24亿元）；2016年，国元

金控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87.45亿元，实现净利润21.34亿元。截至2017年末，国元金控集团（合

并）资产总额993.56亿元，负债总额611.48亿元，所有者权益382.08亿元（其中少数股东权益

247.14亿元）；2017年，国元金控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91.87亿元，实现净利润18.79亿元。截至

2018年末，国元金控集团（合并）资产总额1024.14亿元，负债总额615.53亿元，所有者权益

408.60亿元（其中少数股东权益269.21亿元）；2018年，国元金控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100.57亿

元，实现净利润9.69亿元（以上数据经审计）。截至2019年3月末，国元金控集团（合并）资产总

额1134亿元，负债总额717亿元，所有者权益417亿元（其中少数股东权益276亿元）；2019年1-3

月，国元金控集团实现总收入24.67亿元，实现净利润4.64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国元金控集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19年7月31日，国元金控集团持有公司21.43%的股权，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安徽国元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信托” ）持有公司13.54%的股权，系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国元

金控集团持有国元信托49.69%的股权，系国元信托第一大股东；国元金控集团与国元信托合

计持有公司34.97%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股权服务集团部分股权6,104.08万股 （占其注册资本

的7.02%），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冻结等情形。

（一）股权服务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860号科技创新服务中心B座13楼

主要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860号科技创新服务中心B座13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益民

注册资本：87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MA2RAUG11P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5%、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20.98%、安徽安诚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8%、淮北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13%、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29%、阜阳市颍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45%、安徽省

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71%、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43%、芜湖

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43%、蚌埠市产权交易中心持股0.71%。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股权服务集团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根据股权服务集团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末，股权服务集团资产总额10.07亿元，负债总额

0.94亿元，应收款项总额0.0133亿元，所有者权益9.13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9.10

亿元）；2018年，股权服务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0.67亿元，实现营业利润0.53亿元，实现净利润

0.43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01亿元。截至2019年6月末，股权服务集团资产

总额13.38亿元，负债总额4.14亿元，应收款项总额0.0038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9.24亿元（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9.16亿元）；2019年1-6月股权服务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0.63亿元，实

现营业利润0.45亿元，实现净利润0.36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86亿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国元金控集团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根据股权服

务集团2018年度的审计报告， 每1元注册资本金对应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0458元,

本次公司与国元金控集团的关联交易金额初步测算为6,383.65万元 （6,104.08万股*1.0458

元），最终转让价格以经有权部门备案通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标的：转让方持有的股权服务集团股权6,104.08万股。

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机构备案的价格

为依据。

支付方式：受让方按照结算价款在股权服务集团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转

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一次性全额支付。

盈亏分担：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

更日产生的期间损益，由转让方按其持有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股权比例承担

或享有。

违约责任：由于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一方承担违约

责任；如属多方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协议的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

效。各方可以书面方式对本协议作出修改和补充，经各方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签字的有关本协议的修改协议和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转让股权服务集团股权，系满足监管规定所需，且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审议程序合

法、合规，定价公允，信息披露充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转让完成后国

元金控集团持有股权服务集团28%的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公司持有股权服务集团27.98%的

股权，为其第二大股东。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此次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国元金控集团（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

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3,608.44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2019年8月8日，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安徽省

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于转让安徽

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审议。

2019年8月19日，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安徽省

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认为：

（一）公司转让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是根据

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子公司规范整改有关工作意见的函》（机构部函〔2017〕

1791号）等文件要求，属于正常交易行为。

（二）公司转让安徽省股权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的价格以经有权部门

备案通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定价公允，信息披露充分，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必要。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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