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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

承销与保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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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

金融产品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红塔期货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

经纪、期货投资咨询。

公司全资子公司红证利德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 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公司全资子公司红正均方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从事金融产品的投资（除

专项审批），投资咨询（除经纪），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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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红塔基金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红塔资管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二）发行人所属行业的竞争情况

1、整体规模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我国有

131 家证券公司，总资产合计 6.26 万亿元，净资产合计 1.89 万亿元，净资本合

计 1.57 万亿元。 2018 年，证券业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662.87 亿元，实现净

利润 666.20 亿元。

2、行业集中度

目前，我国证券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2013

年至 2017 年行业前五名证券公司的总资产集中度、净资产集中度、营业收入

集中度如下表所示：

单位：%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行业前五名证券公司总资产集中度为

28.21%，净资产集中度为 28.26%，净资本集中度为 26.74%；2017 年度证券行

业前五名证券公司营业收入集中度为 44.33%，净利润集中度为 35.29%。

2013 年至 2017 年，证券行业前五名证券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和净资本集

中度均在 30%左右；行业前五名营业收入集中度从 23.40%增至 44.33%，净利

润集中度从 30.43%增至 35.29%。

我国证券行业集中度较低， 主要是因为我国证券公司的收入结构相对单

一，同质化竞争严重，证券公司对证券经纪业务、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证券自

营业务和融资融券业务四项业务的收入依赖程度较高。 其中，证券经纪业务作

为证券行业最主要收入来源，以赚取交易佣金和利差的通道业务为主，各证券

公司之间服务差异较小，市场接近完全竞争。 近年来，市场股票基金平均佣金

率不断下降，表明证券经纪业务市场竞争呈白热化趋势。

3、区域分布

我国证券市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特征， 主要原因是证券业的发展水

平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高度相关， 而我国各地存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

和运行机制相对独立的情况。 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水平较高、生产

力发达，具备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经济基础；中、西部地区生产力相对落后，资

本市场发展的经济基础也较为薄弱。 因此，东部沿海地区证券业整体发展水平

高于中、西部地区。

（三）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证券公司分类评价结果均为 A 类 A 级。

1、公司主要经营数据的排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母公司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年度 /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度 /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度 /

2016年 12月 31日

规 模 规 模 规 模

总资产 2,637,997.22 1,351,908.56 1,472,373.79

净资产 1,118,710.89 1,070,357.99 1,097,940.99

净资本 1,244,024.16 903,563.35 960,743.33

营业收入 114,341.74 88,076.51 83,367.37

净利润 48,658.87 32,514.14 34,689.39

注：

①净资本数据来源：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公司风险控制指标

监管报表；

②2016 年 6 月，中国证监会修订《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调

整了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方式。根据该规定，证券公司净资本由核心净资本和

附属净资本构成。 其中：

核心净资本＝净资产－资产项目的风险调整－或有负债的风险调整－

/＋中国证监会认定或核准的其他调整项目；

附属净资本＝长期次级债×规定比例－/＋中国证监会认定或核准的其

他调整项目；

2016 年末、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净资本系根据修订后的《证券公

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计算。

2、公司主要业务板块的行业地位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证券公司经营业务排名情况

3

，2016 年末和

2017 年末，公司总资产排名分别为第 67 位和第 74 位；公司净资产排名分别

为第 39 位和第 43 位；公司净资本排名分别为第 45 位和第 46 位；2016 年和

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排名分别为第 72 位和第 63 位；公司净利润排名分别

为第 63 位和第 5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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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尚未发布

2018

年度

证券公司排名情况。

证券经纪业务方面，2016 年和 2017 年公司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排名

为第 45 位和第 33 位；2016 年和 2017 年营业部部均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

入排名分别为第 55 位和第 54 位；

证券投资业务方面，2016 年和 2017 年公司证券投资收入排名分别为第

79 位和第 77 位；

信用交易业务方面，2016 年和 2017 年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利息收入分别

为第 68 位和第 71 位，融出资金余额排名分别为第 71 位和第 73 位，股票质

押利息收入排名分别为第 28 位和第 44 位， 股票质押业务规模排名分别为第

71 位和第 36 位。

长期以来，公司规范运营，整体经营风格及财务管理保持稳健。 根据中国

证券业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2016 年度， 公司风险覆盖率 （母公司口径）为

809%，位列证券行业第 5 名；根据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公司 2017 年

度风险覆盖率为 7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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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8 年度风险覆盖率为 559.24%

5

。

4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未公布公司

2017

年

度风险覆盖率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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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尚未发布

2018

年度

证券公司排名情况。

从公司分类评价和行业指标来看，公司经营风格稳健，风险覆盖率较高。

在金融行业日益注重风险管理的背景下，相比部分杠杆使用率高的证券公司，

公司资本充足率较高，未来在信用交易业务、证券自营业务等方面存在较大的

发展空间。

信用交易业务方面，2018 年末， 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本金余额为

511,372.70 万元，较 2017 年末增长 8.16%，但公司 2018 年末的风险覆盖率

依然较高，流动性也较为充裕，有力支撑该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证券投资业务方面，公司于 2018 年 3 月设立了固定收益部。 固定收益部

负责公司固定收益类产品的自营投资、销售交易以及为公司在银行间、交易所

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

3、公司的竞争优势

（1）雄厚的股东实力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中烟总公司通过控制公司股东合和集

团、双维投资、华叶投资、中烟浙江省公司、万兴地产合计持有公司 66.02%的

股份，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烟总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出资人为国务院。

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烟总公司对全国烟草行业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公司股东实力雄厚、背景强大，有助于公司建立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

构和良好的决策机制，从根源上防范经营过程中的违规风险；有助于减少公司

经营中的代理成本，强化管理层的经营责任，提高管理的有效性。 同时，依托中

烟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产业平台，公司充分整合品牌、渠道、信息等资源，实

现业务的稳定发展。

（2）稳健的经营风格

长期以来，公司规范运营，整体经营风格及财务管理保持稳健。报告期内，

公司保证了良好的财务安全边际。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2016

年度，公司风险覆盖率（母公司口径）为 809%，位列证券行业第 5 名；根据公

司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 公司 2017 年度风险覆盖率为 7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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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度风险覆盖率为 55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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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未公布公司

2017

年

度风险覆盖率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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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尚未发布

2018

年度

证券公司排名情况

公司管理层始终坚持创新与合规并重的发展思路，将“稳健、创新、多元”

作为公司发展的经营理念，形成了良好的流动性风险控制意识。 在整体运营方

面，公司积极推动业务多元化发展，改善收入结构，降低非系统性风险。 公司在

保证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信息真实完整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经

营效率，打造盈利稳定的业务体系。

（3）区域发展优势

云南省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三个国家接壤，是我国重要的边疆省份，也是

我国通向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枢纽。 加快云南经济建设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平

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1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

要桥头堡的意见》，提出把昆明建成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2013 年 9 月至 10 月， 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

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的国家级战略。 在共建“一带一路” 的政策背景

下，我国与东盟、南亚国家的经贸金融合作关系更加紧密，云南省凭借独特

的区位优势，将发展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经济辐射中心。

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扶持下，云南省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 未来，一批

质地优良的公司将涌现出来，成为证券公司各项业务的潜在资源。 同时，云

南当地人民群众的人均收入水平有望提升，资产净值将逐渐提高，参与资

本市场的意愿也将随之加强，为证券公司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公司是仅有的两家注册地在云南的证券公司之一，深谙当地市场发展

情况，深耕当地证券业务。 公司将坚持立足云南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根据

地优势，把握区域发展的机遇。

（4）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

公司经过十多年的稳定发展，建立了由董事会及监事会、经理层、风险

管理职能部门和一线业务单元四个层级组成的风险管理体系。 公司董事会

负责制定风险管理政策、审定风险管理基本制度、确定重要风险界限、审批

重要业务规模等，是公司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承担公司全面风险管

理的最终责任。 公司监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督责任。 公司经理层负

责落实董事会制定的风险管理政策，在授权范围内，审批涉及自有资金运

用、业务规模、风险限额等风险管理的相关事项，运用各种风险应对策略，

调整公司的资产配置，实现风险管控目的，并向董事会进行报告，承担公司

全面风险管理的主要责任。 公司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包括合规法律部、风险

管理部和稽核审计部，专职履行内部控制职能，从不同侧面行使风险管理

职责。 公司各业务部门、分支机构及子公司负责人是风险控制的第一责任

人，将风险控制的职能融入一线业务管理之中，承担风险管理有效性的直

接责任。

公司各层级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对各项风险

进行准确识别、审慎评估、动态监测、及时应对和全面管理。 同时，公司实行

严格的岗位分工和权限管理，确保各项业务在人员、财务、账户上的分离。

公司通过构建健全的风险控制体系，保证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各

项业务。

（5）较强的创新意识

近年来，传统证券业务的竞争日益同质化，公司管理层充分认识到创

新业务将是证券公司未来的利润增长点。 为此，公司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

积极拓展业务范围，丰富产品种类。

2012 年 5 月，公司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红证利德开展直接投资业务

8

；

2012 年 6 月，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红塔基金，开展基金管理业务；2013 年

1 月，红塔基金设立子公司红塔资管，开展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2013 年

7 月，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红正均方，开展另类投资业务；2015 年 8 月，公

司设立互联网金融业务部，开始运作互联网证券的相关业务。

8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红证利德已转型开展私募投资基

金业务。

此外，自 2012 年以来，公司先后取得融资融券业务、转融资业务、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代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转融

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股票期权经纪业务、股票期权自营业务、沪港

通、深港通等一系列创新业务资质。 公司积极、审慎地开展各项创新业务，

逐步推进业务结构的多元化，不断提升自身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6）经验丰富的管理层和高素质的员工团队

公司管理层和主要业务骨干具备多年证券从业经历， 业务能力出众，

管理经验丰富，确保公司决策的有效性和执行力。

公司高度重视员工团队的建设。 公司通过持续的人才引进和多层次的

培训体系，培养了一支结构合理、整体素质优良的员工团队。 同时，公司注

重员工激励制度的建设。 公司根据各业务部门盈利模式特点，制定了相对

完善的考核激励制度，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挖掘员工潜力。

（7）优秀的企业文化

公司经过多年稳定发展， 形成了一系列与公司发展相适应的企业文

化，形成了和谐进取的工作氛围，有效凝聚了广大员工，保障了公司发展战

略的实施。

公司秉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创富客户，成就员工，回馈股东，报

效社会” 为公司使命，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公司坚持

“责任于心，专业于行” 的服务理念，用丰富的投资产品和专业化的理财服

务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公司在稳步发展的同时，重视维护股东权益，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

公司深刻地认识到人才是证券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坚持以人为

本，为员工构筑健康快乐的事业发展平台。 公司坚守“财富如沙，智汇成

塔” 的发展理念，打造专业诚信的人才队伍，为公司各项业务发展提供了保

证。

4、公司的竞争劣势

（1）资本规模偏小

在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监管体系下，净资本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公司各项

业务规模的大小。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净资本分别为 960,743.33 万元、

903,563.35 万元和 1,244,024.16 万元。与国内大型证券公司相比，公司的

资本规模存在较大差距。

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偏小的资本规模逐渐无法满足公司业务扩张的需

要，对公司改善业务结构、拓展业务范围和业务规模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因

此，公司拟通过本次公开发行上市募集资金扩大资本规模，缓解资本规模

对公司业务发展的掣肘。

（2）收入结构有待优化

近年来，证券行业竞争日益白热化，证券公司传统业务的获利空间逐

渐减小。 为此，公司积极开展创新业务。 公司营业收入结构较为单一，主要

收入来源于证券经纪业务、证券投资业务和信用交易业务。 报告期各期，三

项业务收入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1.81%、48.03%和 87.35%。 公

司收入结构较为单一，创新业务有待进一步开拓。

（3）营业网点偏少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已设立并开业的证券营业部共计 53 家，其中 27

家位于云南省，占公司证券营业部总数的 50.94%。 与经纪业务排名靠前的

证券公司相比，公司营业网点偏少且分布集中在云南省内，在经济发达地

区的数量有待增加。 营业部数量和网点分布可能制约公司经纪业务的发

展。

五、发行人的主要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

（一）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公司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运输设

备、通讯设备、办公及其他设备等。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固定资产

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类 别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13,310.42 7,964.47 - 5,345.94 40.16

机器设备 120.60 83.73 - 36.87 30.57

电子设备 11,244.85 8,670.31 - 2,574.54 22.90

运输设备 2,524.78 2,224.95 - 299.83 11.88

通讯设备 524.71 366.15 - 158.56 30.22

办公及其他设备 1,700.13 1,394.84 - 305.29 17.96

合 计 29,425.48 20,704.45 - 8,721.03 29.64

（二）公司及分支机构自有房产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分公司、证券营业部、期货营业部共拥有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

自有房产 16 处。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房屋产权证号 所有权人 坐落位置 设计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他项权

利

1

大 理 市 房 权 证 下 关 字 第

20023043号

红塔证券大

理证券营业

部

9

大理市下关幸福路

96号

住宅 732.00 无

2

昆房权证 （昆明市） 字第

201529795号

红塔证券 南屏街华域大厦 3层 非住宅 3,559.92 无

3

昆房权证 （昆明市） 字第

201529386号

红塔证券 南屏街华域大厦 4层 非住宅 3,559.92 无

4

昆 明 市 房 权 证 字 第

200439921号

红塔证券

环城南路 675号汕头

大厦 2层

非住宅 2,920.34 无

5

沪房地虹字（2011）

第 007972号

红塔证券上

海曲阳路证

券营业部

横浜路 123 弄 1 号

2304室

居住 152.89 无

6 深房地字第 2000213311号 红塔证券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

桂 花 大 厦 A，B 栋

2-24C

住宅 133.50 无

7 深房地字第 2000213313号 红塔证券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

桂 花 大 厦 A，B 栋

2-24D

住宅 133.50 无

8 深房地字第 2000213310号 红塔证券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

桂 花 大 厦 A，B 栋

1-24F

住宅 128.84 无

9

沪房地徐字（2004）

第 025965号

红塔证券

田林东路 414 弄 12

号 -15号，20 号 -22

号

办公 6,529.00 无

10

昆 明 市 房 权 证 字 第

200274192号

红塔证券

春城路 94 号 （后变

更为 168号）

无 3,370.00 无

11

云 [2016] 五华区不动产权第

0017462号

红塔期货

青年路 387号华一广

场 17层A、D、E座

非住宅 611.02 无

12

云 [2016] 五华区不动产权第

0017458号

红塔期货

青年路 387号华一广

场 17楼 C座

非住宅 137.59 无

13

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02751号

红塔基金

南山区宝深路南松坪

村三期西区 2栋 27F

住宅 50.28 无

14

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02762号

红塔基金

南山区宝深路南松坪

村三期西区 2栋 28D

住宅 49.13 无

15

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02740号

红塔基金

南山区宝深路南松坪

村三期西区 4栋 3F

住宅 50.09 无

16

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02756号

红塔基金

南山区宝深路南松坪

村三期西区 4栋 3G

住宅 48.77 无

9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红塔证券大理证券营业部已变更

为红塔证券大理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拥有的位于昆明市环城南路

675 号汕头大厦 2 层、昆明市春城路 94 号、大理市下关幸福路 96 号等三

处房产未办理该房产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

上述三处自有房产均为公司成立时云南省国托、金旅信托经评估作价

入股公司的资产，该三处房产在公司成立时并未办理所对应地块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当时公司发起人以其所持有的资产现状参与公司设立，属

于历史遗留问题。 公司成立后多次主动启动办理上述房产土地使用权证工

作，但由于客观原因都未能成功进行办理。 现三处房产均由公司自主使用。

公司三处房产对应土地使用权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昆明市春城路 94 号（后变更为 168 号）房产

该房产原为公司成立时发起人云南省国托所有， 于 2002 年经评估作

价后以股东出资形式进入红塔证券。

该房产所在宗地的土地使用性质为划拨用地，宗地持有人为云南省乡

镇企业贸易中心，此宗地为云南省乡镇企业贸易中心、红塔证券等多家单

位房产共同使用。 但由于宗地上拥有房屋产权的其他单位对补缴出让金和

办理土地证意见并不统一，致使该房产土地使用权证至今无法办理。

2、大理市下关幸福路 96 号房产

该房产原为公司成立时发起人云南省国托所有， 于 2002 年经评估作

价后以股东出资形式进入红塔证券。

该房产所处宗地土地使用性质为划拨用地，宗地持有人为大理白族自

治州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此宗地为多家房产单位共同使用。 但由

于该宗地之上各房产权属单位对补缴土地出让金和办理土地证事宜意见

不统一，致使该房产土地使用权证至今无法办理。

3、昆明市环城南路 675 号汕头大厦 2 层房产

该房产原为公司成立时发起人金旅信托所有， 于 2002 年经评估作价

后以股东出资形式进入红塔证券。 该房产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出让用地，金

旅信托投入房产时，该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对应土地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尚未办理。

2003 年 3 月 17 日，公司与金旅信托、昆明汕港三方签订《关于汕头大

厦第二层房屋所有权由红塔证券拥有及其办理有关产权手续的确认书》，

三方确认 （1） 金旅信托已将汕头大厦第二层房屋所有权转至红塔证券；

（2）昆明汕港确认汕头大厦第二层房屋所有权归属于红塔证券；（3）昆明

汕港协助并配合将汕头大厦第二层房屋有关产权证书办理至红塔证券名

下。

此后，经公司多次催告，昆明汕港仍未配合办理该房产相应产权证书。

2004 年 7 月 1 日，公司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

判令昆明汕港为发行人办理汕头大厦第二层房产的房屋产权证书和对应

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公司与昆明汕港达成调解协

议，约定昆明汕港于民事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该处房产的《房屋

所有权证》及对应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到公司名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已取得该处房产的《房屋所有

权证》， 但由于该房产所对应土地未进行分割且昆明汕港于 2005 年 6 月

23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多次主动寻找昆明汕港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督促

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均未予以答复，导致红塔证券未能办理该处房产对应地

块的土地使用权证。

根据三处房产的档案资料，此三处房产由云南省国托和金旅信托出资

至红塔证券，该三处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已办理至红塔证券名下，红塔证

券发起人以该房产出资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房地产转让时，房屋的所有权

和所占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应同时转让。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上述三处房产

未办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 但并不影响红塔证券依法自主使用该等房

产。 并且公司设立时各股东出资行为、持股比例、注册资本均已经中国证监

会、云南省人民政府书面核准确认，该等情况对本次发行并不构成实质性

障碍。

昆明市春城路 94 号（后变更为 168 号）为划拨地，宗地持有人为云南

省乡镇企业贸易中心；大理市下关幸福路 96 号为划拨地，宗地持有人为大

理白族自治州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二者权属无纠纷无争议；昆明

市环城南路 675 号汕头大厦 2 层为出让地，原地产开发商昆明汕港并未对

该处宗地进行分割，后昆明汕港因未按规定报送年检报告书及办理年度检

验于 2005 年 6 月 23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向昆

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西山分中心查询了土地登记的相关情况，昆明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西山分中心出具《土地登记查询结果》，结果显示该宗土地无

抵押、无查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并未收到上述土地涉

及发行人的任何纠纷或争议。

昆明市春城路 94 号房产为红塔证券春城路证券营业部及红塔期货办

公经营场所， 昆明市环城南路 675 号汕头大厦 2 层目前用于经营出租，大

理市下关幸福路 96 号房产目前处于空置状态， 前述三项房产均非红塔证

券本部办公场所，且控股股东合和集团已出具书面承诺，对于红塔证券由

于历史原因未能办理取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如因涉及的划拨地需要

补缴土地出让金等事项给红塔证券正常经营造成损失，合和集团自愿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综上，该三处房产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情

况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

（三）公司及分支机构租赁房产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分公司、营业部租赁房

产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房屋地址

租赁面积

（ 平 方

米）

租赁期限

1 红塔证券 红塔大厦

昆明市北京路 155号附 1号红

塔大厦 4 层除中央机房的房

屋、7-11层、24层

4层 926.85；

7-11 层

3,200；24 层

640

4 层 ，2010.3.1-2020.2.28；

7-11 层 、24 层 ：

2012.1.1-2020.2.28

2 红塔证券 红塔大厦

昆明市北京路 155号附 1号红

塔大厦 19层

847.85 2016.1.1-2020.2.28

3 红塔证券 红塔大厦

昆明市北京路 155号附 1号红

塔大厦地库一层夹层的仓库

110 2015.5.28-2020.2.28

4 红塔证券

北京远洋大厦有

限公司西城分公

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7 层 F708A

单元

725.66 2016.2.16-2019.2.28

5 红塔证券 王春碧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新世界商

务中心 2410室

113.78 2016.9.1-2019.8.31

6 红塔证券 刘齐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新世界商

务中心 2408-2409室

236.17 2016.9.1-2019.8.31

7 红塔基金 杨芝芳、何利生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与深云路

交汇处智慧广场A座 801

1,295.11 2017.12.1-2022.11.30

8 红正均方

上海宏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区福山路 388号宏

嘉大厦（已更名为越秀大厦）

办公楼 18层 05室

357.74 2018.1.1-2019.12.31

9 中科红塔

南京紫金（新港）

科技创业特别社

区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智科技

园 C栋 0608室

126 2016.12.1-2019.11.31

10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上海宏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区福山路 388号宏

嘉大厦（已更名为越秀大厦）

办公楼 20层 03室

318.17 2018.1.1-2019.12.31

11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大理人民

路证券营业部

云南优茂百货有

限公司

云南省大理市人民路优茂百货

商场 3F、4F、5F

约 2,000 2018.7.1-2018.12.31

12 红塔证券 卢建诚

楚雄市鹿城北路 70 号鑫茂商

城四楼

1,520 2010.7.1-2020.6.30

13 红塔证券

云南纺织（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 668号

云纺商业区云纺国际商厦第

12层第 13-18号

1,140 2016.6.1-2021.11.30

14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曲阳

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东渡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 452号东

渡 名 人 大 厦 209、210、211、

212、213、214、215、216、217、

218室房屋

634.78 2015.7.1-2020.6.30

15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万泉

庄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艾派可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庄路 15 号

三层 301-005

580 2016.9.1-2021.8.31

16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苏州

大道西证券营业

部

苏州工业园区尼

盛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苏州大道西路 205号尼盛广场

18层 08室

391.21 2016.1.1-2021.2.28

17 红塔证券

深圳市华尔顿实

业有限公司

昆明市青年路延长线 448号华

尔顿大厦主楼第三层、第四层

3,164.87 2018.11.8-2023.11.7

18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深南

中路证券营业部

欧瑞传动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与深南中

路交界东北田面城市大厦 20

楼 D、E单元

461.37 2017.5.1-2020.4.30

19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百里

西路证券营业部

苏州通可标识有

限公司

温州市百里西路工会大厦 2幢

1901室南首

380 2016.10.30-2019.4.29

20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珠江

西路证券营业部

广州珠江城置业

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5 号

珠江城第 19层 03号

218.69 2016.7.1-2021.6.30

21 红塔证券 张志坚

昆明市北京路金江小区 7号地

块独商 1 幢 1-3 层商铺 7-26

室

186.96 2014.8.1-2019.7.31

22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抚州学府

路证券营业部

花立春、刘星

抚州市玉茗大道 168号 101室

和 201室

183.46 2018.12.29-2021.12.29

23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金源大道

证券营业部

吴钟洪、张建琼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世纪金源

国际商务中心 3 栋 6B2 写字

楼

246.95 2017.1.1-2021.12.31

24 红塔证券

云南伦琴经贸有

限公司

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578号中

央 金 座 1 幢 A 座 9 层

901-902室

350 2015.1.1-2020.2.29

25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江南

大道证券营业部

重庆聚丰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23 号

D座正三层

566.98 2017.1.1-2019.12.31

26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八一

路证券营业部

湖南华楚机械有

限公司

10

长沙市燕山街 123 号鸿飞大厦

14楼 14-11室 ~14-17室

443

2017.1.15-2019.1.14

长沙有色冶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2019.1.15-2021.1.14

27 红塔证券

云南顺达经贸有

限公司

呈贡区兴呈路 4030 号顺达建材

城A2幢五楼

520 2018.11.10-2019.5.10

28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建水朝阳

北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建水

支行

云南省建水县朝阳北路 75号第

四层

237 2018.1.1-2020.12.31

29 红塔证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红河

分行

云南个旧市川庙街 35 号 2 幢 3

楼

102 2018.5.1-2021.4.30

30 红塔证券 刘曦

昭通市昭阳区海楼路与昭阳大

道交叉口昭通金融中心 C 幢 C

座 14层 1401/1402/1403/1404

244.04 2018.2.1-2023.1.31

31 红塔证券 何朝同

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香巴

拉大道 109号附 9号

150 2016.6.1-2020.2.29

32 红塔证券

昆明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孵化器

管理中心

昆明高新区海源北路 6 号高新

招商大厦第 6层 601-1号

119.4 2018.4.1-2019.3.31

33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安宁大屯

路证券营业部

王晓丽

云南省安宁市大屯路大屯新区

金色时代广场 4幢 19号

102.24 2018.8.1-2019.7.31

34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弥勒庆来

路证券营业部

彭昭然

红河州弥勒市弥阳镇湖泉和境

一期 A-1幢 12号的第三层

130 2018.7.1-2021.6.30

35 红塔证券 方少娜

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办事处

环城北路与万华路交汇处天宇

花园 1B幢 BC09号

128.66 2018.3.31-2021.3.30

36 红塔证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理

分行

祥云县祥城镇鼓楼南街 105 号

工商银行营业厅二楼

40 2016.7.11-2019.7.10

37 红塔证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楚雄

分行

禄丰县金山镇金源街 5号 58 2017.9.1-2020.8.31

38 红塔证券

元谋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

元谋县元马镇龙川街 102 号元

马信用社办公综合大楼二楼右

边二格办公室

60 2016.9.25-2019.9.24

39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抚州学府

路证券营业部

周宇浩

抚州市学府路 22号环湖丽晶大

厦 1 栋 1-08 号和 1 栋 1 单元

201号

174.30 2018.9.1-2019.2.28

40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绵阳临园

路证券营业部

张欢

绵阳市涪城区临园路东段 78号

兴达国际大厦 1幢 16层 D号

约 200 2017.5.21-2020.5.20

41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兴怀

大街证券营业部

李秀荣

北京市怀柔区兴怀大街甲 15号

1楼 5-101

112.86 2018.5.1-2021.4.30

42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松江

区横港路证券营

业部

陆玉妹、何源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横港路 63

号

91.37 2017.8.28-2020.8.27

43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大坪

正街证券营业部

黄益维、石仕贵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 19 号 1

号办公塔楼 17-3室

94.80 2018.1.1-2020.12.31

44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学府

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龙易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后海

大道 2388号怡化金融科技大厦

六层 606室

193.2 2018.1.1-2019.12.31

45

红塔期货有限责

任公司郑州营业

部

郑州未来大酒店

有限公司

郑州市未来路 69号未来大厦 17

层 1715、1716号房间

312.52 2018.9.30-2019.9.29

46 红塔期货 田凯岑

曲靖市麒麟区翠峰路龙源花园

53、54号

225.59 2017.10.1-2022.10.1

47

红塔期货有限责

任公司保山营业

部

靳云建、夏丽萍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

兰城路与升阳路交叉处四季经

典 1509号

104.76 2018.11.1-2019.10.30

48 红塔期货 冉正龙

文山市东风路龙成国际 A幢 16

楼 2号

137.19 2016.1.1-2020.12.31

49 红证利德

北京理想佳美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8号

理想大厦 16楼 1604-1605室

394 2018.4.11-2020.4.10

50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红兴

路证券营业部

张家英

重庆市江北区红兴路 80 号 29

层 2号

123.62 2017.1.22-2022.1.21

51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红兴

路证券营业部

张家碧

重庆市江北区红兴路 80 号 29

层 3号

127.08 2017.1.22-2022.1.21

52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宣威文化

路证券营业部

汤婵明

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双龙街道

文 化 路 沃 尔 玛 商 业 广 场

S61-01、02

152.92 2016.12.7-2021.12.7

53

红塔证券券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慧

忠里证券营业部

孟殊、何天存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103 楼 14

层 B座 1402

167.74 2016.11.7-2019.11.13

54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锦城

大道证券营业部

成都高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锦城大道 539 号盈

创动力大厦 1栋 1单元 1206号

房

399.15 2018.1.1-2018.12.31

成都高新区盈创动力项目锦城

大道 539 号 1 栋 1 单元 13 层

1302号

159.62 2019.1.1-2021.12.31

55 红塔证券

天津鹏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102-5室

180 2017.5.1-2019.2.28

56 红塔证券 红塔大厦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

塔大厦 6楼

926.85 2019.2.1-2020.2.29

57 红塔证券 红塔大厦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

塔大厦地下一层的仓库

72 2016.11.1-2020.2.28

58 红塔证券

宾川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

云南省宾川县金牛镇金牛路 13

号金牛信用社办公楼二楼的房

屋两间

90 2017.8.1-2020.7.31

59 红塔证券

云南双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区黄龙街北

延长线银杏人家峰尚 B 栋 S01

号临街商铺

171.1 2017.7.24-2020.7.23

60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铜仁东太

大道证券营业部

田一婷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东太大道

465号

256.9 2017.5.8-2022.5.7

61

红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文晖

路证券营业部

徐长华、汪碧波

杭州市下城区现代置业大厦东

楼 716室

93.3 2017.7.7-2020.7.16

62 中科有限

南京兴智科技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园路龙

港科技园A1栋 708室

50 2018.10.1-2019.9.30

63 红塔基金

深圳市前海联合

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

龙海家园 6栋 0211 50.92 2017.12.1-2019.11.30

64 红塔资管

深圳市前海联合

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

龙海家园 2 栋 2609、2 栋 3103、

6栋 3101

145.16 2017.12.1-2019.11.30

65 红塔证券

云南红塔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玉溪市东风南路 2号办公大楼 1

座 B区

约 200 2017.12.1-2020.11.30

66

红塔期货有限责

任公司玉溪营业

部

云南红塔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玉溪市东风南路 2号办公大楼 1

座 B区

约 200 2017.12.1-2020.11.30

67

红证方旭

（北京）

天津鹏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102-4、F102-5室

180 2017.5.1-2019.2.28

68 红塔证券 红塔大厦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

塔大厦 17层房屋

814.85 2018.3.1-2020.2.29

69 红塔证券 红塔大厦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

塔大厦 3层 306房屋

213 2018.6.15-2020.2.29

70 红塔证券

大理好世界购物

广场有限责任公

司

大理市洱河南路 29号 “河畔人

家”二层东部房屋

1,100 2018.3.1-2022.8.15

71 红塔证券

云南省曲靖绅园

房地产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

曲靖市麒麟区翠峰东路绅园大

厦 62-5和 62-6两间一楼商铺

375 2018.7.1-2028.6.30

72 红塔期货 戴巧云

福州市台江区宁化街道江滨西

大道东北侧海西金融大厦 33层

09号房

260 2018.2.1-2021.1.31

73 红塔证券 红塔大厦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

塔大厦负一楼房屋

133 2018.11.1-2020.2.29

74 红塔基金

前海科创投控股

有限公司

龙海家园 1-B栋 B1404 52.61 2018.11.1-2020.10.31

75 红塔资管

前海科创投控股

有限公司

龙海家园 1-A栋A907、1-A栋

A1703

94.92 2018.7.1-2020.6.30

76

红塔期货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田林

东路营业部

11

雷苑

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 99号上海

滩国际大厦 1202/1204室

326.01 2018.7.1.-2021.6.30.

77 红塔期货 秦建、刘佳

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东路 19号

（国泰新天地广场）Z206

211 2018.6.1-2023.5.31.

78 红塔期货

贵阳兰明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五

里冲花果园项目 V 区 15 栋

3501号

253.35 2018.1.1.-2020.12.31

79 红塔证券

上海宏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88 号

越秀大厦（原名宏嘉大厦）办公

楼 23层 06室

231.36 2018.12.15-2019.12.14

80 红塔证券

上海宏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88 号

越秀大厦（原名宏嘉大厦）办公

楼 20层 05-06室

589.10 2018.9.8-2021.9.7

81 红塔证券

贵 阳 南 明 投 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五

里冲花果园项目V区 15栋一单

元 3507

199.38 2018.8.15-2021.8.14

82 红塔证券

中青旅集团上海

金宇豪国际酒店

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 1118号嘉

定淮海国际广场 105-5室

77.88 2018.8.1-2021.7.31

83 红塔证券

西双版纳鑫盛商

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景洪市勐养路 8 号 A 幢 11 层

1104号

151.37 2018.9.5-2021.9.4

84 红塔证券

信山置业（厦门）

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100 号怡

山商业中心（厦门财富中心）08

层 09单元

102.64 2018.9.1-2020.9.30

85 红塔证券

太原高新区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山西综改示范区学府园区南中

环街 401 号电子数码港 A 座 1

层A8区

216 2018.7.1-2021.6.30

86 红塔证券

保山市中瑞房产

土地评估有限公

司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腾越镇满

邑社区菜园坡小区 47号

160 2018.6.25-2020.6.25

87 红塔证券

郑州未来大酒店

有限公司

郑州市未来路 69 号未来大厦 9

层 901号

202 2018.10.10-2019.10.9

88 红塔期货 红塔大厦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

塔大厦 5层 502

40 2018.6.1-2020.2.29

89 红塔期货 红塔大厦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

塔大厦 5层 504

124 2017.12.1-2020.2.28

90 红塔期货

雷苑、上海三丰置

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 99号上海

滩国际大厦 1206/08B室

207.59 2018.7.1-2021.6.30

10

2017

年

12

月，湖南华楚机械有限公司因吸收合并而注销，湖南华楚机

械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主体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继。

11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红塔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田林

东路营业部已变更为红塔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 15 处租赁房产出租方尚未取得相

关房屋产权证明文件或存在转租行为， 分别为上表中第 7、30、31、35、37、

44、46、52、63、64、71、74、75、78、81 处租赁房产， 其中 9 处租赁房产系公

司证券营业部、期货营业部经营场所，6 处租赁房产系红塔基金和红塔资管

经营场所和员工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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