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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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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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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末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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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国投 A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56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玲

孙一娟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24 层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24 层

传真

（029）88851989

（029）88851989

电话

（029）81870262/88897633

（029）81870262/88897633

电子信箱

sgtdm@siti.com.cn

sgtdm@siti.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经营范围
公司现持有陕西省工商局于2016年7月20日核发的注册号为91610000220530273T号的《营业执照》，以及陕西银监局于
2009年4月20日颁发的K0068H261010001号《金融许可证》。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
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
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
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
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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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的主要业务包括信托业务、固有业务和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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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托业务
信托业务是指公司作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公司名义对受托的货币资金或其他财产进行管理或处分，并从中收取
手续费的业务，由公司内设的各信托业务部门和财富管理总部共同负责开展经营活动。报告期内，公司作为八大业务分类的
10家试点单位之一，开展的信托业务主要包括债权信托、股权信托、标品信托、同业信托、财产信托、资产证券化信托、公
益信托与慈善信托、事务信托等。
2.固有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固有业务主要包括固有资金贷款及投资业务（金融产品投资、金融股权投资等），该类业务由公司内
设的投资管理总部负责。其中，公司的利息收入主要来源于运用自有资金向客户发放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公司的投资收益
主要来源于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等。
3.其他业务
主要是投资顾问等中间业务以及部分商铺、车位等实物资产租赁等。报告期内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实物资产等的
租赁收入和资产转让收益。
未来，公司将把握政策趋向，结合“资管新规”等新政策，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依托转型创新助推业务升级，
提高公司主动管理能力。着力开发多元化、主动型信托业务，夯实主业发展基础。与此同时，积极强化固有业务长中短期综
合运作，形成与信托业务的互动共促机制，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发展新模式。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1,150,598,361.43

1,013,572,110.40

13.52%

1,150,972,38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2,236,506.88

515,237,568.79

-31.64%

453,951,21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5,326,637.52

419,506,568.20

-12.92%

115,675,811.35

1,042,625,907.38

157,891,242.55

560.34%

356,311,669.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40

0.1667

-31.61%

0.18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40

0.1667

-31.61%

0.18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0%

6.79%

减少 2.29 个百分点

1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9,448,211,891.02

9,504,666,886.70

-0.59%

8,743,858,00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31,129,586.51

7,728,360,604.97

2.62%

7,654,141,182.17

注：本公司为金融信托企业，证券投资（含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公司的日常业务主营业务范围之一，但根据《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及该公告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
要求，对投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收益列入非经常性损益。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2,102,081.84

277,139,832.01

316,164,801.52

315,191,64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165,583.73

149,353,241.04

143,607,031.14

-58,889,34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127,821.57

150,969,549.69

158,405,421.23

-61,176,15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212,739.83

285,465,615.32

429,415,489.43

175,532,0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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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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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94,83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9,84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3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4.58%

1,068,628,098

228,628,098

陕西省高速
公路建设集
团公司

国家

21.33%

659,335,152

0

华宝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3%

65,674,362

0

中广核财务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67%

51,544,008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0%

40,053,600

0

中节能资本
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85%

26,419,018

0

泰达宏利基
金－民生银
行－泰达宏
利价值成长
定向增发 333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83%

25,731,112

0

人保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其他

0.69%

21,290,000

0

重庆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兴国 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34%

10,559,000

0

重庆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渝信
创新优势拾
壹号集合资

其他

0.34%

10,426,76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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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信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均为省属国有独资企业，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陕西省国资
委。2．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除第二大股东陕西省高速公路建
设集团公司外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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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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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面对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公司按照追赶超越的发展定位，新理念引领，大力度转型，强举措攻坚，高
质量发展，配股募集资本顺利推进，全国性战略布局已见成效，信托资产规模取得新的突破，省内投融资再创新高，信托主
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保持和巩固了稳定增长和稳健发展的良好势头。在第十届中国优秀信托公司评选活动中，第六次获评“最
具区域影响力信托公司”，家族信托产品获评“2017年度优秀家族信托计划”，在第十一届金蝉奖评选中荣获“2017年度品牌
信托公司”，获评2017年度中债优秀成员“优秀发行机构奖”，获评“陕西省助力脱贫攻坚优秀企业”。同时，公司积极应对
复杂严峻经济金融形势带来的各种挑战，积极强化经营管理，改革创新追赶超越，从而推动信托主业实现快速发展，信托收
入和规模均创历史新高，转型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51亿元，较去年增长13.52%；由于2015年用自有
资金参与一些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后，受政策、市场等多因素影响，这些基本面总体稳定良好，转型前景可期的股票出现较大
幅度下跌，公司按照会计估计计提减值准备3.43亿元，使得利润总额由8.05亿元降至4.63亿元，同比减少32.5%；实现净利
润相应降至3.52亿元，同比下滑31.64%。全年新增信托项目651个，新增项目规模2750亿元，同比增长98.54%；到期安全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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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550.49亿元。截至12月底，公司信托资产规模4532.22亿元，同比增长78.57%；信托主业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9.39亿元，
同比增长66.77%。
（一）积极拓展市场，力促主业增长。在强监管、控风险、推转型的新形势下，公司积极把握大资管市场大趋势，回
归信托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紧抓被银监会确定为全国首批10家“八大类业务”创新试点单位的契机，力促创新转型谋求持续
发展。一是适应政策抢抓机会，传统业务优化升级。公司适变应变、强化风控、调整策略、抢抓机会、有效拓展、谋求升级，
力促房地产信托、政府平台融资业务、工商企业投融资等传统业务在合规前提下稳中有进，并积极探索业务模式创新，从而
有效抓住了市场机会，实现了主业的加快发展；二是力推改革激发活力，证券信托快速增长。结合创新试点推行了证券信托
事业部制改革，加大资源开发和信息化投入力度，实现了业务的快速发展；三是多措并举全面创新，转型探索初见成效。为
做好创新试点工作，公司从市场理念、管理体制、人力配置、领导引领、创新机制、激励机制、制度规范、风险管理等方面
着手进行调整变革和优化配置，有效推动了创新试点工作，全年开发8大类60余个创新项目，涵盖资产证券化、股加债、产
业基金、PPP、家族信托、消费信托、慈善信托等，同比实现较大突破；四是看长远拓展同业关系，促转型深化多元合作。
公司把握去通道的监管政策导向，围绕服务实体经济与同业机构积极拓展在资产证券化、家族信托、财产权信托、并购等方
面的合作，积极提升同业合作的价值含量，夯实持续性、高层次合作的基础；五是紧抓短板力推变革，强化支持力保业务。
针对资金荒的严峻形势和财富管理条线的短板，大力强化营销板块改革，深化市场化机制，加快省外财富中心布设，有效提
升客户开发与维护手段，较好地保障了业务的顺利落地。
（二）长短结合抓多元，自有业务重布局。一是根据政策和市场变化情况，将定增调整为配股以增强公司综合实力，
经过积极努力，配股工作已获核准，这将为公司未来几年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二是积极开发股权投资标的，加大金融股权
投资力度以求推进战略目的落地；三是继续开展贷款和配置信托计划业务，有效创造当期效益，力保公司总体业绩相对平稳；
四是调整优化了二级市场投研团队，强化了风控、决策机制和制度化约束，整合外部信息资源等弥补短板，积极抢抓市场机
会进行投资运作。
（三）因应形势强风控，力保公司稳发展。面对监管趋严、风险易发高发的复杂局面，公司全面加强风险防控工作。
一是狠抓制度建设，全年制定和修订各类制度50余项，积极健全长效机制；二是突出强化合规风险红线意识，通过教育培训、
制度约束、自查整改、案例警示、内部问责等方式培育合规文化；三是着力提升合规与风控业务能力，进一步强化前中后台
一体化运作效能，齐心协力防控管理风险；四是加大风险排查、预警力度，同时想方设法处置存量风险项目。
（四）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夯实基础提升效能。公司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推进内部管理的改革创新和全面强化：一是
进一步优化了“董事会自主选聘经营管理层”和“薪酬分配差异化”两项改革试点方案，为下一步实施做好了充分准备；二
是继续推进全国化布局，积极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延揽了一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同时有效落实“能上能下”和“能进
能出”机制；三是把握金融科技发展趋势，加大金融信息科技建设投入，积极强化信息化战略，有效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和防
范信息科技风险；四是以品牌化为引领，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品牌形象宣传，进一步提升了陕国投品牌价值。
（五）全面创新谋发展，转型探索见成效。公司把各个方面的改革创新作为化解难题和推进发展的有力抓手，从市场
理念、管理体制、人力配置、领导引领、创新机制、激励机制、制度规范、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变革和优化配置，有效推动
了业务创新试点工作，证券投资信托持续行业领先，其他传统业务优化升级，多个家族信托、股权信托、财产权信托、慈善
信托、PPP、产业基金等创新项目相继落地，家族信托产品获评“2017年度优秀家族信托计划”。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金融信托业务

1,150,598,361.43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13.5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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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增长 13.52%，主要是由于信托主业收入同比增长 66.77%，但利息净收入和投资收益减少较多；营
业成本同比增加 110.02%，主要是出于财务谨慎性考虑，对部分股票计提了减值准备，同时，计提减值也使得净利润同比减
少 31.6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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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 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
补助》，本公司在编制 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
该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本公
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要
求。

涉及利润表营业外收支及其他
收益项目。

2017 年，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本公司在
编制 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该会计准则，并
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本公司对该项会计政
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准则要
求。

报告期内，该修订无需追溯调
整相关报表数据。

执行财政部发布的通知要求。

本公司按照规定，相应对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017 年，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要
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金融企业应
根据金融企业的经营活动的性质和要求，比照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 2017 年 12 月 26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3 号》的规定，并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近年来发生了明显
变化，为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参考可比上市公司和同行业做法，公司修订相应的会计估计制度。
会计估计变更内容
变更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条件：期末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下降（达到或超过 20%），
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可判断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了减值。
变更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条件：期末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下降（达到或超过 50%）；
或低于其初始投资成本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含一年），同时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如被投资对象的财务状况和业务前景，包
括行业状况、价格波动率、经营和融资现金流等) ，并从持有该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整个期间判断这种下降趋势是属于
非暂时性的，可判断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了减值。
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本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本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及股东权益总额没有影响，对股东权益中其他综合收益、留
存收益以及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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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变更前
其他综合收益

会计估计变更后

421,533,842.12

256,916,476.83

164,617,365.29

-459,053,143.26

-256,916,476.83

-164,617,365.29

资产减值损失

562,045,122.82

342,555,302.44

219,489,820.38

所得税费用

-140,511,280.71

-85,638,825.61

-54,872,455.10

留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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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薛季民
2018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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