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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所有者权益变动

5.2信托资产

5.2.1信托项目资产负债汇总表

5.2.2信托项目利润及利润分配汇总表

6、会计报表附注

6.1年度会计报表编制基准、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的变化。

报告年度会计报表编制基准、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6.2或有事项说明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6.3重要资产转让及其出售的说明

本公司2018年未发生重要资产的转让。

6.4会计报表中重要项目的明细资料（以下为母公司口径）

6.4.1固有资产经营情况

6.4.1.1按信用风险五级分类结果披露信用风险资产的期初、期末数

表6.4.1.1（单位：万元）

信用风险资产

五级分类

正常类 关注类 次级类 可疑类 损失类

信用风险资产

合计

不良信用风

险资产合计

不良信用

风险资产

率（％）

期末数 747,417.67 - - 74,702.84 17.20 822,137.71 74,720.04 9.09%

期初数 811,943.67 - - 74,702.84 17.20 886,663.71 74,720.04 8.43%

注：不良资产合计=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

6.4.1.2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准备的期初、本期计提、本期转回、本期核销、期末数

表6.4.1.2（单位：万元）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 本期核销 期末数

贷款损失准备 - - - - -

一般准备 - - - - -

专项准备 - - - - -

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81,786.27 - - - 81,786.2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74,702.84 - - - 74,702.84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 - - - -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7,066.23 - - - 7,066.23

坏账准备 17.20 - - - 17.20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 - - - -

注：公司于以前年度对华宝证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了7,066.23万减值准备，根据目前华宝证

券的经营情况，实际该项长期股权投资已不存在减值迹象。

6.4.1.3固有业务股票投资、基金投资、债券投资、股权投资等投资业务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6.4.1.3（单位：万元）

股票 基金 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投资 合计

期初数 1,851.79 17,597.80 - 78,527.94 646,814.87 744,792.40

期末数 1,081.47 110,281.48 - 77,844.43 404,998.17 594,205.55

6.4.1.4固有长期股权投资的企业名称、占被投资企业权益比例、主要经营活动及投资收益情况等。

表6.4.1.4（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占被投资企业权益

的比例

主要经营活动 投资收益

1.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

基金管理、 发起设立基金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10,200.00

2.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6.9322%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 549.48

注：投资收益的口径为影响2018年损益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金额。

6.4.1.5固有贷款的企业名称、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和还款情况等。

无。

6.4.1.6表外业务的期初数、期末数；按照代理业务、担保业务和其他类型表外业务分别披露。

无。

6.4.1.7公司当年的收入结构。

表6.4.1.7（单位：万元）

收入结构

合并口径 母公司口径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18,140.76 77.33% 106,166.10 62.08%

其中：信托手续费收入 106,166.10 37.64% 106,166.10 62.08%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 - 0.00% - 0.00%

利息收入 13,133.84 4.66% 5,287.39 3.09%

其他业务收入 72.87 0.03% 29.96 0.02%

其中：计入信托业务收入部分 - 0.00% - 0.00%

投资收益 34,147.88 12.11% 44,518.97 26.03%

其中：股权投资收益 549.48 0.19% 10,749.48 6.2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799.44 -1.70% 693.87 0.41%

其他投资收益 38,397.84 13.62% 33,075.62 19.33%

营业外收入 16,589.44 5.87% 15,016.99 8.78%

收入合计 282,084.79 100.00% 171,019.41 100.00%

注： 1、以上收入结构表为规定格式，故此处收入合计未含汇兑损益。

本年度公司（母公司口径）实现信托业务收入总额106,020.76万元，其中以手续费及佣金确

认的信托业务收入金额90,323.91万元，以业绩报酬形式确认的信托业务收入（浮动报酬）金额

15,842.19万元，无以其他形式确认的信托业务收入。

6.4.2披露信托资产管理情况

6.4.2.1信托资产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6.4.2.1（单位：万元）

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集合 16,223,689.10 12,911,077.16

单一 41,675,726.40 39,382,138.87

财产权 1,659,531.55 1,189,076.65

合计 59,558,947.05 53,482,292.68

6.4.2.1.1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的信托资产期初数、期末数。

表6.4.2.1.1（单位：万元）

主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15,358,364.23 16,329,426.83

股权投资类 277,125.86 497,638.35

融资类 3,540,170.01 3,949,578.24

事务管理类 - -

组合投资类 6,279,053.16 4,045,170.33

合计 25,454,713.26 24,821,813.75

6.4.2.1.2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的信托资产期初数、期末数。

表6.4.2.1.2（单位：万元）

被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8,459,314.33 1,988,294.75

股权投资类 360,340.57 850,675.91

融资类 2,365,677.19 2,547,883.81

事务管理类 20,407,948.11 20,560,424.97

组合投资类 2,510,953.59 2,713,199.49

合计 34,104,233.79 28,660,478.93

6.4.2.2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本公司本年度终止的信托项目个数为352个，本金合计为5,714,955.08万元，加权平均实际年化

收益率为5.40%。

6.4.2.2.1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集合类、单一类资金信托项目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

托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表6.4.2.2.1（单位:万元）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集合类 100 1,922,168.82 4.41%

单一类 226 3,226,425.80 6.33%

财产管理类 26 566,360.46 3.42%

6.4.2.2.2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主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

收益率。

表6.4.2.2.2（单位：万元）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证券投资类 185 1,281,357.35 7.77%

股权投资类 2 82,582.77 6.46%

融资类 15 686,284.08 5.65%

组合投资类 25 505,759.82 5.05%

事务管理类 0 - 0.00%

6.4.2.2.3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被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

收益率。

表6.4.2.2.3（单位：万元）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证券投资类 8 41,649.63 3.17%

股权投资类 0 - 0.00%

融资类 7 636,981.13 5.20%

组合投资类 0 - 0.00%

事务管理类 110 2,480,340.30 4.22%

6.4.2.3本年度新增的集合类、单一类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表6.4.2.3（单位：万元）

新增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集合类 1094 2,536,562.00

单一类 156 4,274,479.73

财产管理类 6 465,998.94

新增合计 1256 7,277,040.67

其中：主动管理型 1097 2,894,352.79

被动管理型 159 4,382,687.88

6.4.2.4信托业务创新成果和特色业务有关情况

在资管新规和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增速和发展效益水平均出现

回落趋势，同时信托资产结构不断优化、行业资本实力继续增强、主动管理能力持续提高，转型发展

步伐更加坚定，信托业已经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公司结合自身禀赋，顺应市场变化，主动寻求转型，确认了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 公司

实施“专业化发展和一体化管理” ：确定“四大业务板块” 及“五+α业务条线” 的前台业务架构，以

八大类信托业务开展各类信托业务，强化前台专业化发展能力；提升中后台一体化管理能力，实现公

司在产品、资金、客户、信息等方面的统筹建设。

具体如下：

产业金融深度服务业务，聚焦供应链金融业务，包括围绕宝武集团（宝钢、武钢）的上下游供应

商和客户开展材料贸易、服务类供应链金融业务；通过“强主体、强真实性、侧重工程节点要件” 的模

式，开展工程类应收账款业务。后续将拓展至城市新产业业务、城市不动产开发、资产盘活、资金理财

等多方面，并积极参与钢铁业市场化并购和重组活动，以期培育和充分发挥完整金融供应商的角色。

国际业务，侧重于资产管理和架构搭建，加强主动管理能力，充分挖掘客户需求，拓展新渠道，完

成国际业务的转型升级。从通道服务供应商，升级为海外产品组合供应商，通过优选海外投顾和海外

资管产品，提升自身主动管理能力，丰富公司产品线。

家族信托业务，以积蓄客户和业务需求为目标，大力拓展外部机构合作方，推动股权信托、保险

金信托、慈善信托等创新型信托，初步形成“家族业务生态圈” ，构建起服务于家族客户的综合性财

富管理平台。

6.4.2.5本公司履行受托人义务情况及因本公司自身责任而导致的信托资产损失情况。

本公司遵守信托法和信托文件对受托人义务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管理

信托财产时，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没有损害受益人利益的情况。本公司

无因自身责任而导致的信托资产损失情况。

6.5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6.5.1关联交易方的数量、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及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等。

表6.5.1（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数量 关联交易金额 定价政策

合计 4 81,778 按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注：“关联交易” 定义应以《公司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有关规定为准。

6.5.2关联交易方与本公司的关系性质、关联交易方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注册资本及

主营业务等。

表6.5.2（单位：万元）

关系

性质

关联方

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联营

企业

华宝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陈林

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世

纪大道100号57

层

400,000.00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

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承销；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

子公

司

华宝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孔祥清

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世

纪大道100号环

球金融中心58层

15,000.00

一、在中国境内从事基金管理、发起设立基金；二、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同一

控制

人

上海欧冶金融

信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王明东

上海市宝山区双

城路803弄9号

3005室

140,000.00

金融数据处理，金融软件开发，产业投资及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财务咨询。

同一

控制

人

武汉钢铁集团

鄂城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

王素琳

鄂州市鄂城区武

昌大道215号

499,800.00

矿山采选：化工产品 (不含危化品)、炼焦生产及销

售；医用氧，压缩、液化气体制造、销售（以上凭许可

证在许可范围内经营）；冶金产品及副产品；冶金矿

产品和钢铁延长产品；汽车装卸运输；工业及民用

房屋建筑；建筑材料、冶金辅助材料、成套冶金设

备、机电设备、电信设备、仪器仪表的设计、制造、销

售及安装;废钢加工及销售；工业技术开发、咨询服

务；产品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煤炭经营；物业管

理。 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货运代办、信息配

载、仓储服务，汽车修理，印刷，设计、制作、发布、代

理国内广告,教育信息咨询、企业经营管理培训、会

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汽车美容，瓶（桶）装饮用

水生产及销售，饮食住宿服务，液化气供应。

6.5.3逐笔披露本公司与关联方的重大交易事项

6.5.3.1固有与关联方交易情况：贷款、投资、租赁、应收账款、担保、其他方式等期初汇总数、本期

借方和贷方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5.3.1（单位：万元）

固有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期初数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数

贷款 - - - -

投资 - - - -

租赁 - - - -

担保 - - - -

应收账款 - - - -

其他 - - - -

合计 - - - -

6.5.3.2信托与关联方交易情况：贷款、投资、租赁、应收账款、担保、其他方式等期初汇总数、本期

借方和贷方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5.3.2（单位：万元）

信托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期初数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数

贷款 - - - -

投资 204,326 81,778 232,732 53,372

租赁 - - - -

担保 - - - -

应收账款 - - - -

其他 - - - -

合计 204,326 81,778 232,732 53,372

6.5.3.3信托公司自有资金运用于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固信交易)、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项目之

间的相互（信信交易）交易金额，包括余额和本报告年度的发生额。

6.5.3.3.1固有与信托财产之间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本期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5.3.3.1（单位：万元）

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期初数 本期发生额 期末数

合计 532,428 339,528 353,720

注：以固有资金投资公司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受益权，或购买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的信托资产

均应纳入统计披露范围。

6.5.3.3.2信托项目之间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本期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5.3.3.2（单位：万元）

信托资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期初数 本期发生额 期末数

合计 6,163,951 4,785,503 3,553,099

注：以公司受托管理的一个信托项目的资金购买自己管理的另一个信托项目的受益权或信托项

下资产均应纳入统计披露范围。

6.5.4逐笔披露关联方逾期未偿还本公司资金的详细情况以及本公司为关联方担保发生或即将

发生垫款的详细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上述情况。

6.6会计制度的披露

本报告期公司固有业务（自营业务）及信托业务均执行2006版《企业会计准则》。

7、财务情况说明书

7.1利润实现和分配情况

根据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实绩，对2018年度利润进行如下分配：

1、当年利润总额：1,218,281,936.43元；

2、所得税费用：269,340,779.49元（已考虑纳税调整和递延税款）；

3、净利润：948,941,156.94元；

4、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94,894,115.69元；

5、按照《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规定，按照税后利润10%提取信托赔偿准备金94,894,115.69元；

6、按照《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规定，按照税后外汇利润的50%提取外汇资本准

备金5,187,646.55元；

7、按照《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银行信贷损失计提指引》规定，按照金融企业承担

风险和损失的资产期末余额的1.5%扣除年初一般风险准备余额，提取一般风险准备，我司一般风险

准备年初余额已足额提取，本年度不再计提；

8、2018年当年我司可供分配利润741,531,851.89元；

9、2018年当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062,744,174.65元。 根据集团公司最新

规定，按不低于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的50%实施利润分配，考虑到公司发展规划及业务拓

展的需求，分配2018年利润531,372,087.33元。

综上，2018年分配利润531,372,087.33元，其中宝武集团520,744,645.58元，舟山股东10,627,441.75

元。

7.2主要财务指标

表7.2� � � � �

指标名称 母公司 合并

资本利润率（%） 12.65% 13.61%

人均净利润（万元） 283.69 382.03

注：资本利润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100%

人均净利润＝净利润/年平均人数

平均值采取年初、年末余额简单平均法。

公式为：a(平均)=（年初数＋年末数）/2

7.3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无。

8、特别事项揭示

8.1公司股东报告期内变动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内，我司股东变动情况如下：

2018年4月24日，我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舟山市财政局将其持有的我司2%股权无偿划转至

舟山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4日，上海银保监局向我司出具《上海银保监局关

于核准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权及调整股权结构的批复》（沪银保监复〔2018〕25号），核准

舟山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受让舟山市财政局持有的我司2%股权。

2019年2月2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原股东舟山市财政局不再持有我司股权，舟山市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我司2%股权。

8.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8年2月，刘惠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8年5月，杨一鋆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8年7月，张轶任公司总经理。

根据《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 的规定，公司在2019年第

一季度进行了董事会的换届工作。

2019年2月12日，公司股东会选举朱永红、张轶、孔祥清、王明东、李磊、赵欣舸（独立董事）、廖海（独

立董事）、张续超（独立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职工董事 1�名，由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免去朱可炳、王波董事职务，免去林利军独立董事职务。 新任董事朱永

红、张轶、王明东、张续超（独立董事）、职工董事，自监管部门核准任职资格且发文后正式履职；

2019年2月13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在上海市世纪大道100号52层现场召开。 选举卢晓亮为公司

职工董事；

2019年3月11日，公司收到上海银保监局关于核准张轶、王明东、卢晓亮任职资格的批复；

2019年3月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朱永红为公司董事长，免去朱可炳董事长的职务；

2019年3月22日，公司收到上海银保监局关于核准张续超任职资格的批复；

2019年4月15日，公司收到上海银保监局关于核准朱永红任职资格的批复。

8.3变更注册资本、变更注册地或公司名称、公司分立合并事项。

无。

8.4公司的重大诉讼事项。

报告期内，我司有信托项目项下发生了交易对手违约，我司作为受托人，为了积极维护受益人权

益，已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8.5本报告期内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处罚的情况。

无。

8.6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公司检查后提出整改意见的，应简单说明整改情况。

上海银监局（现为上海银保监局）根据银保监会《2018年现场检查计划》，于2018年3月至2018

年7月期间，对我司开展了专项检查，重点为对我司银信合作业务进行抽查，并于2018年10月23日向

我司出具了本次现场检查的书面意见，主要对我司部分银信合作业务提出了监管要求。 我司已按要

求制定并上报了整改方案，目前正在稳步推进实施中。

8.7本年度重大事项临时报告的简要内容、披露时间、所披露的媒体及其版面。

报告期内发布《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总经理变更的公告》，经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聘请张轶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披露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

《上海证券报》84版。

8.8银保监会及其省级派出机构认定的其他有必要让客户及相关利益人了解的重要信息。

无。

9、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报告期内，公司决策程序合法，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善，没有发现公司董事、经理

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有违法违纪和有损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财务报告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上接A18版)

6.会计报表附注

6.1会计报表编制基准不符合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说明

6.1.1会计报表不符合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事项

本公司会计报表不存在不符合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情况。

6.1.2本年度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本公司本年度无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6.2或有事项说明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的或有事项。

6.3重要资产转让及其出售的说明

2018年11月，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与四川濠吉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解除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6.4会计报表中重要项目的明细资料

以下项目除特别注明外，“年初” 指2018年1月1日，“年末” 指2018年12月31日，“上年” 指

2017年度，“本年”指2018年度。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万元。

6.4.1披露自营资产经营情况

1．按信用风险五级分类结果披露信用风险资产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6.4.1.1

信用风险资产

五级分类

正常类 关注类

次

级

类

可

疑

类

损

失

类

信用风险资产合

计

不良信用风险

资产合计

不良信用风险资产

率（％）

期初数 571,502.40 - - - - 571,502.40 0 0

期末数 698,110.70 11,478.01 709,588.71 0 0

注：不良信用风险资产合计=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

2．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准备的期初、本期计提、本期转回、本期核销、期末数；贷款的一般准

备、专项准备和其他资产减值准备应分别披露。

表6.4.1.2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转回 本期核销 期末数

贷款损失准备

一般准备

专项准备

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2,174.43 -77.83 2,096.6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2,002.70 2,002.70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坏账准备 171.73 -77.83 93.90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

3．自营股票投资、基金投资、债券投资、股权投资等投资业务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6.4.1.3

自营股票 基金 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投资 合计

期初数 7,210.14 283,806.22 271,412.01 509,467.03 1,071,895.40

期末数 6,525.38 63,314.39 289,732.59 358,016.27 717,588.63

4．前五名的自营长期股权投资的企业名称、占被投资企业权益的比例、主要经营活动及投

资收益情况等。 （从大到小顺序排列）

表6.4.1.4

企业名称

占被投资企业权益

的比例

主要经营活动 投资收益

1.中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41.591%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1,020.24

2.国联期货股份有

限公司

39%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期货资产管理

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1,395.59

3.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

30.2534% 信托、投资基金业务 23,727.34

5．前五名的自营贷款的企业名称、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和还款情况等。（从大到小顺序排列）

截至期末，公司共发放4亿元贷款。

表6.4.1.5

企业名称 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还款情况

淮安市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 正常

太原市龙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50% 正常

6．表外业务的期初数、期末数；按照代理业务、担保业务和其他类型表外业务分别披露。

表6.4.1.6

表外业务 期初数 期末数

担保业务 - -

代理业务（委托业务） - -

其他 - -

合计 - -

注：代理业务主要反映因客观原因应规范而尚未完成规范的历史遗留委托业务，包括委托贷

款和委托投资。

7.公司当年的收入结构。

表6.4.1.7

收入结构 金额 占比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2,070.18 28.24%

利息收入 9,311.11 4.24%

其他业务收入 - 0.00%

其他收益 4,152.17 1.89%

投资收益 46,568.45 21.19%

其中：股权投资收益 24,102.69 10.97%

证券投资收益 11,703.99 5.32%

其他投资收益 10,761.77 4.9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268.00 -1.03%

资产处置收益 -31.34 -0.01%

营业外收入 100,000.89 45.50%

收入合计 219,803.46 100.00%

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利息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均应为损益表中的

科目，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利息收入、营业外收入为未抵减掉相应支出的全年累计实现收

入数。

6.4.2披露信托资产管理情况

1．信托资产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 6.4.2.1

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集合 24,858,744.00 15,916,273.00

单一 11,280,112.00 7,184,535.00

财产权 5,727,451.00 13,912,035.00

合计 41,866,307.00 37,012,843.00

（1）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期初数、期末数。 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事务管理类分别披露。

表6.4.2.1.1

主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8,281,678.00 5,077,710.00

股权投资类 - -

融资类 7,225,320.00 5,531,553.00

事务管理类 - -

合计 15,506,998.00 10,609,263.00

（2）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期初数、期末数。 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事务管理类分别披露。

表6.4.2.1.2

被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 -

股权投资类 - -

融资类 - -

事务管理类 26,359,309.00 26,403,580.00

合计 26,359,309.00 26,403,580.00

2．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1）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集合类、单一类资金信托项目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金额

表6.4.2.2.1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金额合计 加权平均年化收益率

集合类 118 6,383,292.16 5.3879%

单一类 59 5,339,347.00 6.0044%

财产管理类 54 3,737,610.60 5.1418%

（2）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主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合计金额。 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

资、事务管理类分别披露

表6.4.2.2.2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证券投资类 4 466,174.44

股权投资类 - -

融资类 32 2,784,668.10

事务管理类 - -

（3）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被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合计金额。 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

资、事务管理类分别披露

表6.4.2.2.3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证券投资类 - -

股权投资类 - -

融资类 - -

事务管理类 195 12,209,407.22

3．本年度新增的集合类、单一类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表6.4.2.3

新增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集合类 50 1,730,416.40

单一类 33 1,156,099.13

财产管理类 39 11,938,322.50

新增合计 122 14,824,838.03

其中：主动管理型 45 1,462,414.39

被动管理型 77 13,362,423.64

注：本年新增信托项目指在报告年度内累计新增的信托项目个数和金额。包含本年度新增并

于本年度内结束的项目和本年度新增至报告期末仍在持续管理的信托项目。

4．信托业务创新成果和特色业务有关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稳中求进，服务市场”的原则，坚持转型创新，培育新利润增长点。一是

大力发展小微金融信托。完成20多个城市房管及公证部门房屋抵押登记备案，制定小微企业主经

营贷业务操作指引，上线小微业务系统，落地主动管理项目蓝海1号、蓝海2号，为2019年业务发

展开好局起好步；二是积极开拓受托境外理财业务。充分利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资格，

成功落地公司首只参与港股定向增发的QDII项目。 4月，凭借丰富投资经验及良好市场形象，获

得外管局新增2亿美元投资额度的批复， 成为首家之前已有额度又获批新增额度的信托公司；三

是保险金信托取得突破。经过近两年酝酿，密切与中信保诚人寿合作，成功落地保险金信托项目。

通过加强对保险营销人员培训，扩大营销范围，落地10个保险金信托项目，缴费客户累计31人，为

公司探索完整的家族信托业务模式奠定基础。

5．本公司履行受托人义务情况及因本公司自身责任而导致的信托资产损失情况

本公司无因自身责任而导致信托资产损失的情况。

6．信托赔偿准备金的提取、使用和管理情况

根据《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规定，公司每年从税后利润中提取5%作为信托赔偿准备金。 截至

报告期末，信托赔偿准备金累计总额已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20%，即5亿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未动用信托赔偿准备金。

6.5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以下明细表格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期初指2018年1月1日，期末指2018年

12月31日。

6.5.1关联交易方数量、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及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等

表6.5.1

关联交易方数量 关联交易金额 定价政策

合计 10个 6,407,843.19 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以公平的市场价格定价

注：“关联交易”定义应以《公司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有关规定为准。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系本年度固有、信托与关联方的发生额。

6.5.2关联交易方与本公司的关系性质、关联交易方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注册资本

及主营业务等

表6.5.2

关系

性质

关联方

名称

法定代表

人

注册

地址

注册资

本

主营业务

母公司

中国海洋

石油集团

有限公司

杨华

中国

北京

1138亿

元

人民币

组织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油、页岩气勘探、开发、生产及销售，

石油炼制， 石油化工和天然气的加工利用及产品的销售和仓储，液

化天然气项目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管道管网输送，化肥、化工产

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相关业务，为石油、天然气及其他地矿产品

的勘探、开采提供服务，工程总承包，与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和

生产相关的科技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原油、成品

油进口，补偿贸易、转口贸易；汽油、煤油、柴油的批发（限销售分公

司经营，有效期至2022年02月20日）；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

产；机电产品国际招标；风能、生物质能、水合物、煤化工和太阳能等

新能源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

同受一

方控制

中海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刘显忠

中国

上海

2.375亿

元人民

币

企业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信息咨询，社会经济信息咨询（除中

介）。

同受一

方控制

中海石油

气电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武文来

中国

北京

356.59

亿元人

民币

投资及投资管理；组织和管理以下经营项目：石油天然气[含液化天

然气（ＬＮＧ）]、油气化工有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咨询；石油

天然气[含液化天然气（ＬＮＧ）]工程设计、开发、管理、维护和运营

有关的承包服务；石油天然气及其副产品的加工、储运、利用和销

售；石油天然气管网建设、管理和运营；煤层气、煤化工项目的开发、

利用及经营管理；电力开发、生产、供应及相关承包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和咨询；自营和代理液化天然气（ＬＮＧ）及油气相关产

品、相关设备和技术及劳务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利用

及相关业务；船舶租赁；以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批发（无存储、租赁

仓储及物流行为）工业生产二类1项易燃气体（剧毒、监控、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除外）；技术转让；机械设备租赁。

同受一

方控制

中海油

（北京）贸

易有限责

任公司

刘松

中国

北京

1亿元人

民币

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仓储服务；货运代理；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不带有储存

设施经营成品油：汽油，煤油；其他危险化学品：石脑油，石油原油，

苯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5月22日）； 原油销售

（原油销售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至2019年8月29日）。

同受一

方控制

中海石油

化工进出

口有限公

司

刘松

中国

北京

11.3243

亿元人

民币

成品油（柴油、汽油、航空煤油、蜡油、石脑油、燃料油等）国营贸易

进口经营业务； 成品油及其他化学品共计 73种 （有效期至

2018-12-06）；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经济贸易咨询。

同受一

方控制

中海油中

石化联合

国际贸易

有限责任

公司

刘松

中国

北京

2亿元人

民币

经营原油进口业务；经营成品油出口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

同受一

方控制

中海油大

榭贸易有

限公司

杨勇

中国

浙江

1.3612

亿元人

民币

低闪点液体、中闪点液体、高闪点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

燃物品、氧化剂、有机过氧化物、毒害品、酸性腐蚀品、碱性腐蚀品、

其他腐蚀品（除易制爆、剧毒品、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成品油外）的

批发；原油的批发（以上经营项目在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 化工

原料与产品、燃料油的批发、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国际货运代理、

国内陆路货运代理；商品信息咨询、投资咨询服务（除证券、期货）。

同受一

方控制

中海油

（山东）贸

易有限责

任公司

刘松

中国

山东

500万

元人民

币

柴油、汽油、石油气、易燃液体：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

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甲醇汽油、甲基叔丁基醚、石脑油、石油原

油、乙醇汽油批发（禁止储存），国内一般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贸易咨询服务。

同受一

方控制

中海石油

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陈浩鸣

中国

北京

40亿元

人民币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

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

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

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

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

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

融资租赁。

同受一

方控制

中海福建

天然气有

限责任公

司

朱建文

中国

福建

28.89亿

元人民

币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天然气【富含甲烷的】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

险化学品；对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天然气开采业的投资；对外贸易。

6.5.3逐笔披露本公司与关联方的重大交易事项

1．固有与关联方交易情况：

表6.5.3.1

固有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期初数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数

贷款 - - - -

投资 - - - -

租赁 - - - -

担保 - - - -

应收账款 - - - -

其他 - - - -

合计 - - - -

2．信托与关联方交易情况：贷款、投资、租赁、应收账款、担保、其他方式等期初汇总数、本期

借方和贷方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5.3.2

信托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期初数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数

贷款 - - - -

投资 - - - -

租赁 - - - -

担保 - - - -

应收账款 - - - -

其他 5,967,021.71 6,407,843.19 7,565,079.82 4,809,785.08

合计 5,967,021.71 6,407,843.19 7,565,079.82 4,809,785.08

3．信托公司自有资金运用于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固信交易）、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项目

之间的相互（信信交易）交易金额，包括余额和本报告年度的发生额。

（1）固有与信托财产之间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本期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5.3.3.1

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期初数 本期发生额 期末数

合计 141,810.30 -13,520.30 128,290.00

注：以固有资金投资公司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受益权，或购买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的信托资

产均应纳入统计披露范围。 本期购买67,500.00万元，清算结束81,020.30万元。

（2）信托项目之间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本期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5.3.3.2

信托财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期初数 本期发生额 期末数

合计 1,452,129.30 -756,828.72 695,300.58

注： 以公司受托管理的一个信托项目的资金购买自己管理的另一个信托项目的受益权或信

托项下资产均应纳入统计披露范围。 本期清算结束691,434.81万元。

6.5.4逐笔披露关联方逾期未偿还本公司资金的详细情况以及本公司为关联方担保发生或即

将发生垫款的详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无逾期未偿还本公司资金的情况，无本公司为关联方担保发生或即将

发生垫款的情况。

6.6会计制度的披露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本公司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及其应用指南、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

7.财务情况说明书

7.1利润实现和分配情况

本公司2018年度共实现利润总额199,517.86万元，税后净利润159,408.13万元。

公司年末按净利润的10%计提盈余公积15,940.81万元。2018年，公司根据相关股东会决议，

按照股东持股比例向股东划付应付利润5亿元人民币。

7.2主要财务指标

表7.2

指标名称 指标值

信托资产规模（亿元人民币） 3,701.28

人均信托资产规模（亿元人民币） 19.28

资本利润率（%） 28.92

人均净利润（万元人民币） 830.25

不良资产率（%） 0.00

注：资本利润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100%

人均净利润＝净利润/年平均人数

平均值采取年初、年末简单平均法。

公式为：a(平均)＝（年初数＋年末数）/２

7.3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其他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8.特别事项揭示

8.1前五名股东报告期内变动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未有变动情况。

8.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及原因

8.2.1董事变更

（1）2018年4月13日，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选举刘凯湘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其任

职资格已获原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核准。

（2）2018年9月18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同意选举黄晓峰董事担任公司董

事长职务，其任职资格已获原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核准。

（3）2018年10月8日，公司股东大会2018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免去温冬芬公司董事、

董事长职务，选举张德荣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其任职资格已获原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核准。

8.2.2监事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未有变动情况。

8.2.3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1）2018年9月18日，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免去黄晓峰公司总裁职

务，聘任张德荣担任公司总裁职务。 张德荣总裁任职资格已获原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核准。

8.3变更注册资本、变更注册地或公司名称、公司分立合并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变更注册资本、变更注册地或公司名称、公司分立合并等事项。

8.4公司的重大诉讼事项

8.4.1重大未决诉讼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未决诉讼事项。

8.4.2以前年度发生，于本报告期内终结的重大诉讼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以前年度发生、于本报告期内终结的重大诉讼事项。

8.5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处罚的情况

因公司原副总裁魏志刚涉嫌受贿，2016年7月26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2016年9月8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刑事拘留；2016年9月23日，江苏省人民检察

院决定对其逮捕；2017年11月6日， 魏志刚被正式提起公诉；2018年5月8日， 魏志刚案件开庭审

理。

2016年7月29日起，公司党委会决定中止魏志刚在党内的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党员

权利，暂停其行政、管理职务。

8.6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公司检查后提出整改意见的，应简单说明整改情况

报告期内，上海银保监局未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8.7本年度重大事项临时报告的简要内容、披露时间、所披露的媒体及其版面

2018年12月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A11版、上海证券报信息披露9版、证券时报B61版发布

《中海信托关于董事长、总裁职务变更的公告》，披露黄晓峰董事长与张德荣总裁的任职资格获

原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核准。

2018年12月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A11版、上海证券报信息披露9版、证券时报B61版发布

《中海信托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披露公司将股东管理的相关监管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并

获原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核准。

8.8银保监会及其省级派出机构认定的其他有必要让客户及相关利益人了解的重要信息

1.� 2018年1月，公司荣获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颁发的“2017年中债优秀ABS发

行人”奖项。

2.� 2018年4月，公司荣获黄浦区政府颁发的“2017年度上海市黄浦区高端服务业100强企

业”荣誉称号，这是公司第七次获得该荣誉。

3.� 2018年4月，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公司新增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投资额度2亿

美元，成为首批之前已有额度又获批新增额度的信托公司。

4.� 2018年6月，公司“远航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在证券时报举办的“优秀信托公司”

奖项评选中荣获“优秀证券投资信托计划”奖。

5.2018年7月，公司“远航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项目在上海证券报举办的“诚信托” 奖项

评选中荣获“最佳证券投资信托产品奖” 。

6.� 2018年11月，公司正式取得公司个人征信系统的信用报告查询权限，成为上海首家唯一

一家上线此功能的信托公司。

8.9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报告

公司始终坚持把维护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切实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

务，把好风险关，承担起了国有金融企业维护金融稳定的社会责任。 自2004年以来，公司累计管

理信托资产规模达到57,000亿元，未发生一笔因公司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

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损害委托人、受益人利益的情况，未新增任何不良资产。 同时，公司

发挥信托制度优势，成立了一批规模大、期限长、回报高的项目，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重要讲话精神，致力于缓解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不充分问题，在2017年落地首单服务于小微金

融的小微之星1号项目基础上，继续耕耘小微金融业务。 2018年，公司落地小微企业主经营贷项

目5个，累计发放贷款19.52亿元，支持小微企业主1708户，遍及江苏、广东、重庆、河南、陕西、湖

北、天津、四川等多个省市，以优质金融服务履行了信托公司社会责任，有效促进了地方经济可持

续发展。

公司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健全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公司设置有多层次分级

授权制度，形成了科学、清晰、合理的组织架构，为公司营造了健康的内部控制环境。

公司持续完善风险控制体系，确保各项业务发展风险可控。 结合业务发展实际，公司实施动

态的制度管理，从加强全程风控、完善量化风控标准入手，着重提高项目管理各环节的风险防范，

形成了有效的管理标准并贯彻实施。

9.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公司董事、管理层认真履行职责，未发现其在执行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

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财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监事会认可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

(上接A2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