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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会计主管人
员保证本报告所载数据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报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未有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提出异议。
本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经德勤华永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所列数据以人民币为单位。
本报告所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
的实质承诺，敬请各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报告的最后实际可行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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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释义
“收购事项”

指

本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自汇金收购原中
投证券（现更名为中金财富）100%股权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经修订）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中央结算系统”

指

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设立及管理的中
央结算及交收系统

“中国投资咨询”

指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一间于1986
年3月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中国建投
的全资子公司及本公司股东

“中金基金”

指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间于2014年2月
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中金期货”

指

中金期货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中金资本”

指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一间于2017年3月
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中金香港”

指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有限公司，一间于
1997年4月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本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金香港资管”

指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
间于2005年12月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为中金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中金香港期货”

指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期货有限公司，一间于
2010年8月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为中金
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中金香港证券”

指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一间于
1998年3月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为中金
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中金佳成”

指

中金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间于2007
年10月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中金智德”

指

中金智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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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中金
资本的全资子公司
“中金浦成”

指

中金浦成投资有限公司，一间于2012年4月
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中金新加坡”

指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Singapore) Pte. Limited，一间于2008年7月
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中金英国”

指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UK)
Limited，一间于2009年8月在英国注册成立
的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金美国证券”

指

CICC US Securities Inc.，一间于2005年8月
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中投证券”或
“原中投证券”

指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一间于2005
年9月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本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于2019年8月更名为中国中金
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中金财富”或
“中金财富证券”

指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原名中国中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一间于2005年9月在
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CMBS”

指

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本公司”、“公司”或
“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
1日 由中国 国际金 融有 限公司 从中外 合资
经营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或
“中国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经不时修订、
补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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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资股”

指

本公司发行的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普
通股，以人民币认购或入账列作缴足

“股权转让协议”

指

本 公 司 与汇 金 订立 的日 期 为 2016年 11月 4
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据此，本公司已同意
购买而汇金已同意出售中金财富100%股权

“固定收益”

指

固定收益、大宗商品及货币

“GDR(s)”

指

全球存托凭证

“GIC”

指

GIC Private Limited，一间于1981年5月在新
加坡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本公司股东

“本集团”或“我们”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或按文义所指，本公
司及其任何一间或多间子公司）

“创业板”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普
通股，将以港元认购及买卖并于香港联交
所上市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货币港元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联交所”或
“港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
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央汇金”、
“汇金公司”或“汇金”

指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间由中国
政府最终拥有的全资国有公司

“中投保公司”

指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
1993年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本公司
股东

“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
会计师协会”

指

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

“中国建投”

指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间于1986
年6月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汇金的全
资子公司及本公司股东

“建投投资”

指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间于2012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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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为中国建投的
全资子公司及本公司股东
“海尔金控”

指

海尔集团（青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一
间于2014年2月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公司

“香港证监会”

指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最后实际可行日期”

指

2020年3月25日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经不时修订

“名力”

指

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一间于1988年在
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及于香港登记的公司，
为本公司股东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新三板”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净资本”

指

根据《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计算标准规
定》中的规定在净资产的基础上针对某些
资产进行风险调整后金额

“全国社保基金”

指

中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中国人民银行”

指

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国的中央银行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年度报告而言，不
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指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中国政府”

指

中国中央政府，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包括
省、市及其他地区或地方政府实体）与机
构

“QDII”

指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FII”

指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报告期”

指

由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币”

指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

“RQFII”

指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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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指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指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香港证监会”

指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关连人士”

指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之相同涵义

“中国证券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业协会

“《证券及期货条例》” 指

《证券及期货条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
经不时修订、补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经不时修订、
补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上海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东”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普
通股

“深圳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企”

指

国有企业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配售协议”

指

本公司与中金香港证券于2019年10月16日
订立的配售协议

“配售代理”

指

中金香港证券

“配售价”

指

每股配售股份14.40港元

“配售股份”

指

本公司根据配售协议发行的176,000,000股
新H股

“PPP”

指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监事”

指

本公司监事

“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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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控股”

指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
市（股份代码：700）

“Tencent Mobility
Limited”

指

Tencent Mobility Limited，一家在香港设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是腾讯控股的全资附属
公司

“腾讯数码”

指

腾讯数码（深圳）有限公司

“英国”

指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国”

指

美利坚合众国、其领土、属地及受其司法
管辖的所有地区

“美元”

指

美国法定货币美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指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工具持有
人的净利润－永续次级债券持有人本年利
息）/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的加权平均
数

“%”

指

百分比

附注：
本报告所载的若干金额及百分比数字已作出四舍五入。因此，所示的算术合计结果未必为其之前数
字计算所得。若出现算术合计结果与所列金额计算所得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中文：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
英文：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Limited
(“CICC”)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附注 1
附注 1：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非执行董事沈如军先生自 2019 年 8
月 22 日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同时毕明建先生不再代为履
行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责。

首席执行官：

黄朝晖 附注 2
附注 2：经董事会批准，黄朝晖先生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起担任本公司
首席执行官，同时毕明建先生不再担任该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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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人民币 4,368,667,868 元 附 注 3
附注 3：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本公司已完成配售 176,000,000 股新 H 股，
本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4,368,667,868 元。

净资本：

人民币 28,702,021,460 元

业务资格：

1995 年，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授予机构为国家外汇管
理局（于 2015 年更换为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证）
1996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授予机构为上海证券交
易所
1997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授予机构为深圳证券交
易所
1999 年，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的承销、
自营和经纪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1999 年，获批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授予机构为中
国人民银行
2000 年，中国国债协会会员，授予机构为中国国债协会
2001 年，人民币普通股票经纪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
国证监会
2002 年，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
会
2002 年，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
会
2004 年，获批成为首批保荐机构，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
会
2004 年，网上证券委托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
会
2004 年，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授予机构
为中国证监会
2004 年，从事创新活动证券公司，授予机构为中国证券
业协会
2004 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资格，授予机构为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005 年，获批设立中金短期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授
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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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短期融资券承销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人
民银行
2005 年，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远期交易业务资格，
授予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
2005 年，大宗债券双边报价商资格，授予机构为上海证
券交易所
2005 年，权证交易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
2005 年，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人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05 年，外汇资产管理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券
业协会
2006 年，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即
ETF）一级交易商资格，授予机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2006 年，全国社保基金境外投资管理人资格，授予机构
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006 年，中证登结算参与人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2007 年，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方案获通过，授
予机构为北京证监局
2007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交
易商资格，授予机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2007 年，作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从事境外证券投资管
理业务，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2007 年，“上证基金通”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
2007 年，获批开展直接投资业务（通过发起设立全资控
股的直投公司），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2007 年，从事银行间市场利率互换业务资格，授予机构
为中国证监会
2008 年，中证登甲类结算参与人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2008 年，短期融资券主承销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
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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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获批设立中金增强型债券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2009 年，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会员，授予机构为天津排放
权交易所
2010 年，开展人民币普通股票自营业务资格，授予机构
为中国证监会
2010 年，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资格，授予机构
为中国证监会
2010 年，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商，授予机构为中国
人民银行
2010 年，开展境外证券投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资格，授
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2010 年，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普通清算会员，
授予机构为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融资融券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2011 年，三板市场代办系统主办券商业务资格，授予机
构为中国证券业协会
2011 年，获批增加中金增强型债券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及中金基金优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代理推广机构，授
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2011 年，2012-2014 年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资格，授予
机构为中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
2011 年，获批发起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授予
机构为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2 年，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
国证券业协会
2012 年，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授予机构为中国证
监会
2012 年，保险资金投资管理人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 年，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授予机构为上海证
券交易所
2012 年，转融通、转融资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
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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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扩大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融入资金投资范
围，授予机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2 年，设立专业子公司开展不动产直投基金业务资格，
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2013 年，柜台交易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券业协
会
2013 年，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权限，授予机构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3 年，权益类互换交易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
券业协会
2013 年，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
会北京监管局
2013 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推荐、经纪业务资
格，授予机构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
2013 年，见证开户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基金分拆转换及合并转换业务资格，授予机构
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资格，2017 年延续该资
质（有效期 3 年），授予机构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2013 年，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授予机构为深圳证
券交易所
2014 年，公募基金业务资格（通过发起设立全资控股的
基金公司），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2014 年，保险机构特殊机构客户业务，授予机构为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4 年，网络开户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资格，授
予机构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2014 年，港股通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4 年，场外发行收益凭证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证
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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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股票期权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格，授予机构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 年，互联网金融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2015 年，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代理证券远程质押登记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贵金属现货代理业务、黄金现货自营业务资格、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上海黄
金交易所
2015 年，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
证监会
2016 年，上海清算所标准债券远期集中清算业务资格，
授予机构为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深圳证
券交易所
2017 年，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债券通北向通报价机
构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2017 年，原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换发为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2018 年，试点开展跨境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
会
2018 年，场外期权一级交易商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
监会
2019 年，信用保护合约核心交易商资格，授予机构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
2019 年，结售汇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2019 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融资业务试点资格，授予
机构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私募基金服务机构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
2019 年，信用保护合约核心交易商资格，授予机构为深圳
证券交易所
2019 年，上市基金主做市商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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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
2019 年，银行业协会会员，授予机构为中国银行业协会
2019 年，科创板转融券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券金
融公司
2019 年，商品期权做市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中国证监会
2019 年，股票期权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格，授予机构为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及办公地
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28
层

邮政编码：

100004

互联网网址：

www.cicc.com

电子信箱：

Investorrelations@cicc.com

董事会秘书：

徐翌成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2座28层
电话：(010) 65051166转1030
传真：(010) 65051156
电子信箱：xuyc@cicc.com.cn

年度报告报
送经办人：

胡月
电话：(010) 65051166转1496
传真：(010) 65058120
电子信箱：yue.hu@cicc.com.cn

年度报告编
制经办人：

田汀、胡月

合规总监：

陈刚
电话：(010) 65051166转1379
传真：(010) 65058120
电子信箱：chengang@ci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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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股东情况
1.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内资股股东 6 户，H 股登记股东 438

户。
2.

持有本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情况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附 注 1：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1.

汇金

2.

中国建投

3.

建投投资

4.

中国投资
咨询
海尔金控

1,936,155,680 股
内资股
911,600 股
内资股
911,600 股
内资股
911,600 股
内资股
398,500,000 股
内资股
216,249,059 股
H股

5.
6.

7.

8.
9.

Tencent
Mobility
Limited
Des Voeux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中投保公
司
名力

10. H 股公众
股东

所持股份
报告期内股份
比例
质押或冻
变动数量（股）
结情况 附 注 2
44.32% 减少
398,500,000
0.02%
0.02%
0.02%
9.12%
4.95%

202,844,235 股
H股

4.64%

127,562,960 股
内资股
122,559,265 股
H股
1,362,061,869 股
H股

2.92%

增加
398,500,000
增加
8,712,000
增加
202,844,235

2.81%
31.18% 增加
294,356,119

附注 1：上述表格乃根据本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内资股股东名册、 H 股股东名册及于香港
联交所网站上记载的权益披露信息得出。报告期末持有本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少于 10
名。
附注 2：根据本公司获得的资料，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概无质押或冻结情况。

3.

持有本公司 10％以上（含 10％）股份的股东情况：中央汇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央汇金直接持有本公司 1,936,155,680 股股
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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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彭纯
总经理：沈如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8,282.09 亿元
中央汇金是一间依据中国公司法设立的国有投资公司。中央汇金的总部
设立于北京，于 2003 年 12 月成立并获授权代表中国政府对国有重点金融企
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与义务。于 2007 年 9 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并收购
了中国人民银行所持有的中央汇金所有股份，并将上述已收购股份作为首次
出资的一部分注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然而，中央汇金的主
要股东权利乃由国务院行使。中央汇金的董事会成员及监事会成员均由国务
院任命并向国务院负责。根据国务院的授权，中央汇金向国有重点金融企业
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为限，根据适用法律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出资人的权
利与义务，以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中央汇金概无开展其他业务或商
业性经营活动，不会干预其所投资的企业的日常业务经营。
四、 公司历史沿革
本公司为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于 1995 年 7
月 31 日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名称在中国成立，注册资本为 1 亿美元。
本公司的发起人为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中投保公司
（当时称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GIC（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当时称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名力（当时称名力集团）。
2015 年 6 月 1 日，本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为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本公司的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1,667,473,000 元，由
1,667,473,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股份组成。
2015 年 11 月，本公司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初始发行 555,824,000 股
H 股，超额配售权行使后进一步发行 83,372,000 股 H 股。全球发售完成且超
额配售权行使后，公司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从 1,667,473,000 股增加至
2,306,669,000 股。
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本公司与汇金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据此，本公司
同意收购及汇金同意出售原中投证券（现更名为中金财富）的 100%股权。
中金财富是一家中国全牌照证券公司，拥有广泛及完善的营业部网络、客户
基础及一体化的业务平台。本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成为原中投证券（现
更名为中金财富）的唯一股东。作为收购对价的 1,678,461,809 股内资股已缴
足并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发行予汇金。收购事项完成后，汇金直接于本公司
的 58.58%股权中拥有权益，而本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306,669,000 元
增加至人民币 3,985,130,809 元。
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本公司完成向 Tencent Mobility Limited 发行
207,537,059 股 H 股新股，相应地本公司的已发行 H 股及已发行股份总数分
别增加至 1,727,714,428 股 H 股及 4,192,667,868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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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 6 月 6 日，海尔金控与汇金订立《内资股股份转让协议》，
据此，海尔金控同意受让汇金持有的本公司 398,500,000 股内资股股份。2019
年 3 月 11 日，本公司完成上述股份转让相关的股东名册变更。
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本公司成功向不少于六名并非本公司关联方或
关连人士的专业、机构及/或个人投资者配售合共 176,000,000 股新 H 股，相
应地本公司的已发行 H 股及已发行股份总数分别增加至 1,903,714,428 及
4,368,667,868 股股份。
集团总部设在北京，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集团在境内拥有多家子
公司，包括中金财富、中金资本、中金基金、中金浦成、中金期货等，集团
在上海、深圳、厦门、成都等地设有分公司，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中国大陆
28 个省、直辖市拥有 200 多个营业网点。
经过二十余年来的不懈努力，集团业务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成为
拥有出众的团队、坚实的客户基础及卓越品牌的投资银行。2015 年，集团取
得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私募基金综合托管业务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等
业务资格。2017 年，中金公司获得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债券通北向通报
价机构资格，中金期货成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会员。2018 年，中金公司
获得试点开展跨境业务资格、场外期权一级交易商资格。2019 年，中金公司
获得中国证监会结售汇业务资格、商品期权做市业务资格；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融资业务试点资格，股票期权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
格；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服务资格（包括份额登记业务服务资格、
估值核算业务服务资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基金主做市商业务资格；以
及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科创板转融券业务资格；此外，在 2019 年成为了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信用保护合约核心交易商以及中国银行业协会
会员，进一步完善了集团业务格局。
随着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展，集团亦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在香港、纽约、
伦敦、新加坡、旧金山、法兰克福六个国际金融中心设有分支机构，国际网
络不断丰富，为成为植根中国的国际投资银行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于 2007
年成为首家获得 QDII 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同年，中金美国证券取得美国
金融业监管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发的牌照。2008 年，中金新加坡取得
新加坡金管局颁发的牌照。2010 年，中金英国获得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颁发
的牌照。2011 年，中金香港获批成为首批试点开展 RQFII 业务的证券公司之
一，中金香港期货获得期货业务牌照，中金英国获得伦敦证券交易所会员资
格。2012 年，中金香港证券获得外汇杠杆交易牌照。2013 年，中金美国证
券取得发布自有研究报告业务资格，中金香港资管取得 QFII 业务资格。2016
年，中金香港的子公司获得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准入资格，中金香港证券获
得深港通业务资格。2017 年，中金香港证券成为第一批有债券通资格的中央
结算系统成员。2018 年，中金香港证券获得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会员资格和
结算参与人资格，中金英国获得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英国跨境转换机构备案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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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集团致力于提高核心竞争力、加速创新业务的投入、深化境外
业务的全面发展，力图实现均衡发展的主营业务结构，努力成为一家业务全
面、结构合理、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金融机构。
五、 公司组织结构
本公司主要职能部门如下图所示：

附注：
1. 内部审计部独立于公司业务部门直接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
2. 风险管理部和法律合规部在日常工作中向管理委员会汇报，并同时向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汇报。

六、 境内外分支机构和主要子公司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在境内外设有 7 家分公司、23 家证券
营业部和 19 家主要子公司。
1.

分公司情况

分支机构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
区分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注册
地点

设立时间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上海市

2000 年 12 月 14 日

沈黎

(021)58796226

深圳市

2011 年 7 月 5 日

王曙光

(0755)83195000

上海市

2014 年 7 月 21 日

张一鸣

(021)58796226

厦门市

2018 年 9 月 17 日

林亭

(0529)5157000

成都市

2018 年 10 月 10 日

都迎霞

(028)820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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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

济南市

2019 年 4 月 16 日

李頵

(531)55832323

杭州市

2019 年 5 月 24 日

严靖华

(571)86010188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证券营业部情况

分支机构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外
大街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黄浦区湖
滨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福华一路
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汉中路证
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教工路证
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天河路证
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滨江东路
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洪湖西路
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中南路证
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香港中路
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莲岳路证
券营业部

注册
地点

设立时间

北京市

2003 年 1 月 22 日

丛鑫

(010)85679238

上海市

2003 年 1 月 29 日

彭炜

(021)63861195

深圳市

2003 年 8 月 21 日

曹璐

(0755)88322388

南京市

2009 年 3 月 24 日

徐磊

(025)83168988

杭州市

2009 年 4 月 2 日

马国旗

(0571)88498000

广州市

2009 年 4 月 17 日

李粤平

(020)83963968

成都市

2010 年 1 月 21 日

王静

(028)86128188

重庆市

2010 年 5 月 18 日

张磊

(023)63077088

武汉市

2010 年 5 月 19 日

刘云

(027)83343099

青岛市

2010 年 5 月 25 日

孙晓珺

(0532)66706789

厦门市

2010 年 5 月 28 日

何平

(0592)51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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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南京路证
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季华五路
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解放西路
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港兴路证
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扬帆路证
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
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云浮新兴东堤
北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科学院南
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五四路证
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雁塔证券
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
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亚运村证
券营业部

注册
地点

设立时间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天津市

2011 年 1 月 4 日

蔡毅

(022)23176188

佛山市

2011 年 1 月 7 日

周智君

(0757)82903588

长沙市

2011 年 1 月 17 日

周尚乐

(0731)88787088

大连市

2011 年 3 月 4 日

张昊

(0411)82372388

宁波市

2011 年 11 月 7 日

严海清

(0574)89077288

上海市

2013 年 9 月 10 日

黄婷

(021)20579499

云浮市

2014 年 2 月 19 日

王嘉

(0766)2985088

北京市

2014 年 6 月 9 日

蒋文冉

(010)82861086

福州市

2014 年 7 月 22 日

李玉

(0591)86253088

西安市

2017 年 1 月 11 日

余军

(029)86486888

苏州市

2019 年 10 月 31 日

孙晓蕾 (512)67333336

北京市

2019 年 11 月 19 日

朱开颖 (010)6505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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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名称
中金财富

中金香港

注册
地点

设立时间

深圳市 2005 年 9 月 28 日

香港

1997 年 4 月 4 日

中金浦成

上海市 2012 年 4 月 10 日

中金基金

北京市 2014 年 2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人民币
8,000,000,000
元

高涛

(0755)
82026676

2,300,000,000
港元

夏星汉
梁红
黄海洲
马葵
程强
楚钢
黄劲峰

(852)
28722000

人民币
500,000,000 元
人民币
400,000,000 元

刘健
楚钢

中金香港证
券

香港

1998 年 3 月 9 日

1,155,220,000
港元

丛晖
黄海洲
黄朝晖
梁红
万里
楚钢
马葵
刘子颕
冯思博
黄劲峰
吕旭
程强

中金美国证
券

美国

2005 年 8 月 25 日

68,000,000 美元

楚钢

中金香港资
管

香港

中金美国证
券（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

马葵
362,540,000
黄劲峰
2005 年 12 月 17 日
港元
冯平
林宁
陈家俊
2010 年 10 月 11 日 15,500,001 港元 马葵
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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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注册
地点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

英属维
CICC
Financial
尔京群 2007 年 5 月 21 日
Products Ltd.
岛

50,000 美元

中金新加坡

52,000,000
新加坡元

中金英国
中金香港期
货

CICC
Financial
Trading
Limited
中金期货

中投天琪期
货有限公司

新加坡 2008 年 7 月 23 日
英国

2009 年 8 月 18 日

负责人
冯思博
列皓敏
程强
张永诚
陈浩荣
伍顺辉
黄劲峰
张国勇

33,000,000 英镑 夏星汉

陈家俊
马葵
香港
2010 年 8 月 30 日 72,000,000 港元
杜启聪
王璠
黄海洲
万里
香港
2012 年 4 月 10 日
1,000 港元
刘子颕
贾嘉
陈燕仪
人民币
西宁市 2004 年 7 月 22 日
隋友
350,000,000 元
王建力
黄耀民
宗兆昌
人民币
深圳市 2009 年 11 月 12 日
吴显鏖
300,000,000 元
马东胜
张忠军
王志斌

联系电话

(852)
28722000

(65)
65721999
(4420)
73675718
(852)
28722000

(852)
28722000

(0971)
8224987

(0755)
82912562

中金启元国
家新兴产业
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武汉市 2016 年 10 月 20 日

人民币
100,000,000 元

肖枫

(027)
83343003

中金资本

北京市 2017 年 3 月 6 日

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丁玮

(010)
65051166

CICC
Capital
(Cayman)
Limited

英属开
2017 年 3 月 17 日
曼群岛

163,834,001
美元

丁玮
黄劲峰
伍顺辉

(010)
6505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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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注册
地点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

负责人

联系电话

CICC
Deutschland
GmbH.

德国

2018 年 3 月 20 日

2,025,000 欧元

王子龙

(010)
65051166

七、 公司母公司和主要子公司员工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我们有 8,101 名雇员，其中 7,443 名雇员位于
中国大陆及 658 名雇员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及英国，分别占我们雇
员总数的 92%及 8%。我们约 43%和 42%的雇员分别拥有学士或硕士及以上
学位。此外，我们大约 26%的雇员及 47%的董事总经理拥有海外留学或工作
经验。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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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资产总额约人民币 3,449.71 亿元。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结
算备付金、融出资金、金融投资、衍生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存出
保证金组成，占资产总额比较高，资产质量良好。本公司负债总额约人民币
2,964.40 亿元，以应付债券、代理买卖证券款、以及待结算的应付交易款项、
交易性金融负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及拆入资金为主，负债结构较为合理。
本集团净资产总额多年保持持续增长，资产负债率历年基本保持稳定。
2019 年，本集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人民币 116.96 亿元。2018
年，本集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额为人民币 17.86 亿元。其中：
2019 年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净额为人民币 171.04 亿元，2018 年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净额人民币 47.27 亿元，主要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的减少及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支付的现金净额增加所导致的现金减少，该减
少部分被经营性应付款项的增加所抵消。
2019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为人民币 64.52 亿元，2018 年投资活动
使用的现金净额为人民币 190.29 亿元，主要是由于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及收
回投资的现金增加。
2019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为人民币 216.77 亿元，较 2018 年产生
的现金净额人民币 121.02 亿元，增加人民币 95.75 亿元，增长 79.12%，主要
是由于发行债务工具取得的现金增加。
为满足本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及实现本公司战略布局，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本公司与配售代理订立配售协议，内容有关按配售价每股配售股份 14.40
港元（不包括经纪佣金（如有）、香港联交所交易费及香港证监会交易征费）
尽最大努力向不少于六名并非本公司关联方或关连人士的专业、机构及/或个
人投资者配售合共 176,000,000 股总面值为人民币 176,000,000 元的新 H 股。
配售股份分别占配售前本公司已发行 H 股总数及已发行股份总数约 10.187%
及 4.198%，并分别占经配发及发行配售股份扩大后的本公司已发行 H 股总
数及已发行股份总数约 9.245%及 4.029%。净配售价（于扣除配售开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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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每股配售股份 14.22 港元。配售价每股配售股份 14.40 港元（不包括经
纪佣金（如有）、香港联交所交易费及香港证监会交易征费）较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即紧接配售协议签署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收市
价每股 H 股 15.54 港元折让约 7.34%；2019 年 10 月 17 日香港联交所所报本
公司 H 股收市价为每股 H 股 14.78 港元。本公司拟将配售所得款项净额用于
补充本公司资本金、支持本公司境内外的现有业务和新业务发展，进一步加
强在国际化等战略领域的资源投入，并把握战略性并购机会。
上述配售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完成。配售所得款项总额约为 2,534.40
百万港元，扣除配售开支后，配售所得款项净额约为 2,502.14 百万港元。有
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及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刊发于香
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的公告。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已用毕配售所得款项净额，其中，79.4%的该
笔所得款项净额已用于证券投资与交易，2.4%已用于证券承销，16.5%已用
于资本业务，1.8%已用于日常经营及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
九、 公司在报告期内各项业务的经营概况和公司所处的市场地位
2019 年，本集团稳步推进各项战略举措，促进业务转型升级，在复杂
多变的市场环境下，保持业绩稳定增长。2019 年集团年末总资产达到人民币
3,449.71 亿元，较 2018 年末增长 25.25%；净资产 附 注 2 达到人民币 482.94 亿元，
较 2018 年末增长 14.48%；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附 注 1 人民币 157.55 亿元，同比
增长 22.00%；实现净利润 附注 2 人民币 42.39 亿元，同比增长 21.38%；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9.64%。收入和利润较 2018 年同比均有上升。各业务条线的
具体进展如下：
附注 1：本集团已将原中投证券（现更名为中金财富）纳入合并范围，本年度披露的经营业绩已包括
原中投证券（现更名为中金财富）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金额。
附注 2：净资产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及其他权益工具持有人的权益合计。净利润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及其他权益工具持有人的净利润。

1.
1）

投资银行业务
股权融资

2019 年，本公司在金融、能源、军工、交运、建筑和消费等传统领域，
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同时，在新兴行业领域，我们布局和积累进一步加强，
行业能力持续提升。2019 年我们在中资企业全球股本融资承销规模排名第一。
2019 年，本公司在 A 股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在全年融资规模前十大
的 A 股 IPO 项目中，本公司完成了 8 单。本公司作为保荐人完成了 A 股 IPO
项目 15 单，主承销金额 65,016 百万元，承销规模排名市场第一；作为主承
销商完成了 A 股 IPO 项目 18 单，主承销金额 40,262 百万元，承销规模排名
市场第二。本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完成 A 股再融资项目 6 单，主承销金额 7,830
百万元，承销规模排名市场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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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本公司在港股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完成了阿里巴巴港交所
二次上市、百威亚太香港 IPO 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易，在香港股权融资市
场的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2019 年，本公司共保荐了港股 IPO 项目 16
单，承销金额 8,073 百万美元，保荐项目数量和承销规模均排名第一；作为
全球协调人主承销港股 IPO 项目 23 单，承销金额 5,911 百万美元，项目数量
和承销规模均排名第一；作为账簿管理人主承销港股 IPO 项目 30 单，承销
金额 4,201 百万美元，承销规模排名第一。本公司作为账簿管理人完成港股
再融资及减持 10 单，主承销金额 1,373 百万美元，承销规模排名第三。
2019 年，我们参与了多笔重大的美股市场交易，表现亮眼。全年本公司
作为账簿管理人主承销中资企业赴美 IPO 项目 10 单，项目数量居市场第一，
主承销金额 422 百万美元，承销规模市场排名第二；作为账簿管理人主承销
中资企业美股再融资 1 单，主承销金额 316 百万美元，承销规模市场排名第
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主承销金额
（亿元人民币）

发行数量

主承销金额
（亿元人民币）

发行数量

首次公开发行

402.62

18

361.93

9

再融资发行

78.30

6

251.26

7

主承销金额
（亿美元）

发行数量

主承销金额
（亿美元）

发行数量

首次公开发行

42.01

30

16.05

17

再融资发行

13.73

10

22.96

9

主承销金额
（亿美元）

发行数量

主承销金额
（亿美元）

发行数量

首次公开发行

4.22

10

7.39

5

再融资发行

3.16

1

-

-

A股

港股

中资美股

2）

债务及结构化融资

2019 年中金公司以区域下沉和提升专业能力为核心的固收战略举措持
续显现效果，在探索业务创新、提升销售能力等方面也均有所突破。2019 年
我们共完成 540 个项目，同比增长逾 61%，合计承销金额约 665,973 百万元。
其中包括境内项目 437 个，承销规模约 612,094 百万元；境外发行项目 103
个，承销规模约 7,738 百万美元。
2019 年，中金公司进一步深化区域布局、产品创新、团队专业化为核心
的战略部署。中金公司境内债券承销规模券商排名由 2018 年第四名上升至
第三名，市场排名连续两年提升。中金公司中央国有金融机构金融债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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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排名市场第一，全面领先商业银行永续债这一年度最重要的创新产品。
在资产支持证券业务领域，中金公司基本实现各类基础资产全面覆盖，作为
计划管理人发行 CMBS 产品规模行业排名第一，继续保持境内创新型债券产
品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受益于良好的业务布局，我们境外债业务规模取
得大幅增长，中资发行人投资级美元债承销金额继续保持中资券商第一。
产品创新方面，中金公司包揽中国银行行业首单永续债、民生银行首单
股份制银行永续债和台州银行首单城商行永续债；完成中建三局十堰 PPP 资
产支持票据，为市场首单管廊 PPP；完成金光纸业 CMBS，为年度最大规模
CMBS 产品续发；完成温氏股份 CDS，为首单深圳证券交易所信用保护合约；
完成中金-中国金茂夹层项目融资，为首单倾斜式分配项目融资；完成中建国
际 5 亿美元债，为首单央企及央企子公司澳门交易所挂牌债券等。
3）

财务顾问服务

本公司并购业务继续增长并保持领先地位。2019 年，根据 Dealogic 公布
的并购事务数据，本公司已公告并购交易 60 宗，涉及交易总金额约 103,010
百万美元，其中境内并购交易 47 宗，总金额约 59,175 百万美元，跨境并购
交易 13 宗，总金额约为 43,835 百万美元。2019 年，本公司在中国并购市场
总排名第一，市场份额约为 13.9%，稳固保持中金公司在中国并购业务市场
的领先地位。
2019 年公告的标志性项目包括：
项目

规模

亮点

恒丰银行市场化改革项目

1,000亿元人民
币

2019 年内总交易金额规模最
大的境内并购重组项目

招商局集团控股辽宁港口集
团项目

657亿元人民币

中国宝武重组马钢集团项目

201亿元人民币

上海莱士收购 GDS 股权项目

132亿元人民币

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推进港口行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首单
钢铁行业标志性战略重组
项目，打造“亿吨宝武”和
全球钢铁行业引领者
民企跨境换股第一单

冠捷科技私有化项目

68亿港元

首单香港、新加坡两地上市
中国企业的私有化交易

岷江水电资产置换项目

46亿元人民币

电力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
点，传统发配售电业务转型
为国网云网融合业务

招商物业注入中航善达项目

30亿元人民币

以股权作为对价形成“大 A
套小 A”第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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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模

亮点

青海盐湖股份债务重组项目

债务规模483
亿元人民币

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上市公
司债务重组

沈阳机床债务重组项目

–

央地合作，推动我国机床行
业整合和产品升级

2.

股票业务

2019 年，国内市场环境较 2018 年有所改善，但香港市场交易量大幅度
回落。集团股票业务抓住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的历史机遇，紧跟监
管动态，拓展客户资源，创新产品结构，促进跨境联动。与此同时，集团股
票业务严格把控业务风险，针对科创板、新规下融资融券等业务加强风险管
理，持续加强客户管理和业务流程优化，加快推进业务系统建设，严控业务
风险。集团股票业务境内外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创下历史新高，表现超
越市场水平，境内外、场内外收入结构保持均衡。
国际业务方面，集团继续加大在国际金融市场布局，在互联互通市场的
客户覆盖率和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并稳步提升，同时继续拓展国际市
场业务。在境内，我们覆盖大部分基金及保险客户的港股业务，其交易份额
保持在 10%以上的市场领先水平；在境外，全年港股和通过港交所的北向沪
深股通总交易量创下历史新高，通过港交所交易的沪深股通的市场交易份额
排名在香港所有国际和中资券商中继续名列前茅，并获得香港交易所 2019
年度沪深港通奖项评选中“沪深港通最活跃经纪商大奖”大奖。海外交易收
入来源更趋多元化，除了中港股票以外，全年美股交易收入同比增长 25%；
中金英国作为首批 GDR 的跨境转换机构，为投资者进行 A 股和 GDR 之间的
转换。
产品业务方面，集团以机构客户为基石，拓宽海内外机构客群，致力培
育头部客户，丰富产品业务，严控风险，稳步发展。持续优化境内外主经纪
商业务和衍生品业务平台，2019 年，中金香港主经纪商业务在规模及客户数
量上稳步成长，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境内主经纪商业务平台为机构客户提供
一站式、覆盖其全产品生命周期的服务，巩固并增强跨境业务核心优势，不
断创设满足市场需求的交易工具和服务，帮助客户提升其投资策略的风险收
益比；衍生品业务积极适应监管变化、市场变化、竞争变化，定制化和标准
化业务并举，不断创新结构、创新交易，继续保持中金在场外期权做市商中
的领先地位。公司为交易所基金等产品提供流动性服务，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评选的 2019 年度“优秀 ETF 流动性服务商”奖项。同时，我们加强在全
球主要市场交易能力；不断丰富我们的产品类型，提升 24 小时交易平台。
在运营方面，不断优化业务系统，提升中后台运营效率和风控水平，为客户
提供较高端、定制化的服务。
机构客户拓展方面，集团长期耕耘于境内外二级市场，积累了优质机构
客户资源，通过跨境、跨业务线的团队协同，为客户提供包括股票销售、交
易、产品等综合金融服务，我们在长线基金（包括 QFII/RQFII、WOFE、Q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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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沪深股通）、保险、对冲基金等领域的客户覆盖率和市占率均保持较高水
平。同时，公司重点突破银行客户，集团与多家商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成功与中大型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通过港交所的北
向沪深股通业务方面，集团开立的客户户口数量大幅上升，交易总量持续保
持全市场领先地位。
3.

固定收益业务

2019 年公司继续积极推进固定收益业务。综合服务客户能力不断提升，
客户业务继续取得良好的业绩，其中结构化产品等业务表现出色，资产证券
化业务继续取得增长，市场排名继续保持领先。新产品创设能力不断增强，
进一步加强与各类客户的互动和提供产品的能力。
2019 年受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市场波动较大，信用风险继续暴露，
交易业务方面展现了良好的交易和风控能力，积极把握市场机会，再次获取
了良好的收益。公司继续加强固定收益业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IT
系统建设。
4.
1）

投资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

本公司专注于主动资产管理业务，坚持以客户利益为核心，为境内外客
户设计及提供高质量、创新性的资产管理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实现资产的长
期稳健增值。2019 年，公司进一步加强投研团队建设，不断完善投资决策流
程与管理体系，稳健的业绩得到市场及客户的认可；产品线不断丰富，结合
市场环境、客户需求与投研配置，推出新的产品策略和解决方案，综合服务
能力不断加强；养老金业务取得突破性进展，年内职业年金全面启动，公司
在已完成投资管理机构招标的各省市职业年金项目中 100%中标；在资管新
规的背景下，紧密跟进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转型及保险等机构的委外需求，提
供有针对性的净值化产品策略及服务；跨境主动管理能力稳步提升，已形成
较完备的跨境产品线。此外，公司继续加强与中金财富的协同，在养老金业
务、海外资产管理、产品代销等方面取得了实质业务进展，客户覆盖深度及
广度不断提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资产管理部的业务规模为人民币 245,090
百万元，较 2018 年末增加 51.5%。产品类别方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含社保、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及养老金）规模分别为人民币
19,307 百万元和人民币 225,783 百万元。管理产品数量 381 只，绝大部分是
主动管理产品。
2）

公募基金

2019 年，中金基金立足于服务大众零售市场，深耕零售渠道及机构业务，
零售客户数及机构准入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特色产品线，重点布局并推进
风格鲜明、有长远配置价值的公募产品；积极进行产品研究，科创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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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余成本法债基等新产品布局相继落地；全面强化风险排查，加强稽核控制，
保障公司稳健发展。
2019 年，中金基金管理资产规模为人民币 27,869 百万元，同比增 39.2%。
其中，公募业务资产规模增长至人民币 23,784 百万元，同比增 55.0%；私募
资产管理计划规模为人民币 4,085 百万元。
3）

私募股权

目前，中金资本打造了统一、开放的管理平台，对内实现资源集中和管
理协同，对外形成开放性的平台生态。中金资本在管基金类型主要包括政府
引导基金、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美元股权投资基金、并购基金、基础设施
基金等。投资行业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疗、文化消费、高端装备制
造等。
2019 年，中金资本在已有较为丰富的产品线基础上，专注服务国家战略，
布局战略重点区域的大型基金，同时积极开发境外投资人，培养跨境业务能
力，通过不同产品的特点平衡业务整体风险。报告期内，中金资本发起设立
了多支股权投资基金，覆盖了基础设施、军民融合、能源、文化消费、创新
药、国企混改、地产等领域，丰富了已有产品线的布局。本年度中金资本集
中资源打造中金长三角基金集群，支持上海国际金融和科创中心建设，贯彻
落实国家关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构想，较好得动员了社会资源，形成了良性
的区域性战略协同。截至 2019 年 12 月末，中金资本境内外业务管理的资产
规模达到 279,296 百万元，较 2018 年末增加 30,084 百万元，已发展成为中
国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最大的业务平台之一。
中金资本对风险的重视和风险意识植根于中金的文化之中，在资本寒冬
的背景下，中金资本注重强化团队的风控意识，提出兢兢业业做好投资、投
后与退出的目标，不断通过投资增值提升收入，为投资者与被投基金/企业创
造价值。在内控管理方面，中金资本持续加强平台统一管控能力，在已有相
对完备严格且与业务发展匹配的风险管控体系之上，进一步对各基金的投资
决策、投后管理等方面工作规定了更加严格的标准。
5.

财富管理业务

2019 年，财富管理各项业务均实现了较好的增长。资产配置业务增长超
过预期，产品实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最优秀的资产管理人建立合作，成为
产品业务增长的重要引擎。交易业务走出低谷，在保持传统交易业务优势的
同时，持续创新，市场份额回升。客群扩展方面，持续聚焦私人财富管理业
务布局，加大资源投入，聚焦为高净值个人提供咨询服务为驱动的全方位财
富管理服务，在不断精进招培管评工作的基础上，构建了规模化和标准化的
团队扩张模式，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稳步发展。
2019 年是财富管理版块全面整合和深入转型的一年。整合方面，公司完
成了“中金财富”的品牌统一和业务管理上的深度融合，并在网点和支持体
系上进一步整合，取得了初步成效。金融科技转型方面，在公司管理层和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与腾讯数码订立股东协议，拟成立一家合资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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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资公司将通过提供技术平台开发及数字化运营支持，助力中金财富
管理和零售经纪等业务提供更加便利化、智能化、差异化的财富管理解决方
案。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金公司财富管理客户数量为 3,271,317 户，
可比口径较 2018 年末增长 8.6%。客户账户资产总值达到人民币 18,391.00 亿
元，可比口径较 2018 年末增长 42.5%。其中，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高
净值个人客户数量 附注 为 19,395 户，可比口径较 2018 年末增长 33.5%，高净
值个人客户账户资产达到人民币 4,602.83 亿元，可比口径较 2018 年末增长
34.6%。
附注：高净值个人客户为客户资产超过（含） 300 万元人民币

6.

研究业务

公司研究团队关注全球市场，对宏观经济、市场策略、资产配置、股票、
大宗商品及衍生品进行研究和投资分析，通过公司的全球平台向国内及国际
客户提供研究服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研究团队由超过 100
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组成，覆盖 40 多个行业及在中国内地、香港、纽约
及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近千家公司。
公司因为研究的独立性、客观性及透彻性获得国内及国际主要投资者的
认可。2019 年，公司共发表中英文研究报告超过 13,000 篇。在大量的行业
和公司报告基础之上，公司还出版了《中国资产管理行业：面向未来的“一
二三四五”》、《区块链重塑金融基础设施》、《化妆品行业专题：颜值时
代，国货崛起》、《5G：2020-2030 十大趋势》、《AI+5G 推动社会变革》、
《关于划转国资充实社保的系列研究》、《美满出行：生活小确幸，出行大
市场》、《聚焦“新基建”》、《聚焦“新消费”》等专题报告，展现了公
司对中国的深刻理解。正是基于在研究报告广度和深度上的双重优势，公司
在客户中赢得了“中国专家”的声誉。
2019 年，中金研究团队继续收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奖项。公司于 2006
年至 2019 年连续十四年被《亚洲货币》评为“最佳中国研究（第一名）”，公
司亦于 2012 年至 2019 年连续八年被《机构投资者》授予“大中华地区最佳分
析师团队奖（第一名） 附注 ”。
附注：以分析师统计综合排名

十、 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结论和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意见
1.

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

本公司成立以来，在逐步开展投资银行、股票业务、固定收益、投资管
理、财富管理、研究业务等各项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部控制
机制，建立并完善了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的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公司已建立并不断完善由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和公司管理层组成的“三会一层”有效运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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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为决策机构、公司管理层为执行机构、
监事会为监督机构，以充分保障董事会决策权，监事会监督权和公司管理层
经营权的有效实施，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会下设五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与
公司治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履行有关法规和董事会授予的职权。其中，薪酬委员会、提名与公司治理委
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中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过半数。同时，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法律合规部和内部审计部，作为董事会服务支持部门，共同保障公司法人治
理规范运作。
就执行层面而言，首席执行官对董事会负责，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
及行使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同时，管理委员会作为主要管理
机构，协助首席执行官管理公司。
在业务运行过程中，本公司建立了很好的多部门协作机制，在部门内部
采取多环节的控制机制，保证良好的风险控制效果。本公司的决策机构、执
行部门和监控部门相互独立，在保证信息及时反馈的基础上，能更好的发挥
相互制衡的功能；同时不断提高各部门和各环节的专业水平，从而增强内部
控制的效果。
在激励机制方面，本公司始终强调全面考核部门和员工对于公司业绩的
综合贡献，避免将员工奖励单纯与其项目效益挂钩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
员工的年终奖励基于员工对公司的业绩贡献以及员工的综合评估结果，包括
360 度评估和直接评估，每个员工由其上级、同事、下级和部门领导进行能
力、工作态度等综合性评估，从而实现员工个人利益、发展方向与团队、公
司目标的一致性。
公司业务经营活动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
险、操作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合规风险、法律风险及声誉风险。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积极主动应对风险，总体防范了重大风险事
件的发生，确保了公司经营活动的平稳开展。公司业务运行稳健，各项风险
可控可承受。
公司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会计
基础工作规范》和《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的会计和财务制度制定了母公司
及大陆各分支机构的会计制度、财务制度和会计操作流程。海外子公司的相
关制度分别依照当地的法规要求建立。财务部在岗位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会
计岗位职责制度，并对财务报表编制、净资本及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的日常监
控和报告、预算控制、经费审批、档案管理等环节建立了相关控制机制。
公司建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公司管理层组成的法人治理结
构。股东大会是中金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公司设
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财务官，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首席执行官
对董事会负责，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及行使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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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职权。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财务官对首席执行官负责，协助首席执行官完成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赋予的与公司日常运营、公司财务有关的职责。
公司开展的投资银行、股票业务、固定收益、投资管理、财富管理等业
务分别由独立业务部门负责业务开展。各业务部门独立运作，保证了不同业
务之间的相互隔离，从而避免利益冲突和敏感信息的交流。风险管理部、法
律合规部、运作部、资金部、财务部、信息技术部和人力资源部等中后台部
门与前台部门相互制衡，有效控制风险。
本公司的内部审计部独立于公司其他部门，其主要职能是就内部控制制
度的执行情况客观地、独立地履行检查、评价、报告与建议，以防范风险并
促进公司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及公司资源适当的、有效的运用。内部审计部
在审核与检查工作中是以一个独立的职能做出判断以确保审核工作适当的
执行，并向管理层提供客观的建议。
2.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2019 年度，内部审计部对中金公司层面具有决策职能的委员会履职情况
进行了审计工作，并主要对中金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经纪业务、金融产品
销售业务、固定收益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财富管理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场外衍生品业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业务、托管业务、
基金服务业务、中金期货、中金基金、美国子公司、英国子公司、新加坡子
公司以及中金财富的经纪业务、信用业务、结构化融资业务、金融产品销售
业务的内部控制设计及执行情况进行了内部审计工作，并按照监管要求开展
了中金公司和中金财富大陆雇员离任、离岗审计。同时，内部审计部对上述
大陆业务和海外业务相关信息系统的应用控制以及信息系统的一般性控制
进行了审计工作。根据内部审计部的审计结果，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或相关
内部控制制度存在重大缺陷或重要缺陷。
3.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本公司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审核，出具了《内部控制审核报
告》。会计师事务所意见如下：
“中金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和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规定在所有重大
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表内部控制。”
十一、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信息
薪酬委员会负责根据金融及证券行业的特点，根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要性以及其他相关企业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
制定并执行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的绩效评价体系、具备竞争优势的薪酬政策以
及与本公司经营及业绩相关的奖惩激励措施。薪酬委员会依据董事会所订企
业方针及目标检讨及批准管理层的薪酬建议，就本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的薪酬政策及架构，以及就设立正规而具透明度的程序制订薪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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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薪酬委员会审查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
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核并就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包括非金钱利益、退休金权利及赔偿金额（包括丧失或终止职务或委任的
应付赔偿））。薪酬委员会于考虑薪酬待遇时会考虑金融及证券行业的特点、
同类公司支付的薪酬、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须付出的时间及其职责、个人表
现、公司内其他职位的雇佣条件等因素。
董事和监事的薪酬须经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批准，高管人员的薪酬须经董
事会批准。
2019 年，董事及监事收取的薪酬（除税后）（包括袍金、工资、酌定花
红、界定供款福利计划供款（包括养老金）、住房及其他补贴以及其他实物
福利）为人民币 13.4 百万元。
2019 年，向本公司五名最高薪酬人士支付的袍金、工资、酌定花红、界
定供款福利计划供款（包括养老金）、住房及其他补贴以及其他实物福利总
额约为人民币 88.5 百万元。
十二、 社会责任履行
2019 年，中金集团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项目捐助，协助改善贫困地区
教育质量和资助贫困学生，提高贫困地区医疗水平和卫生条件，资助贫困地
区残疾人。2019 年主要开展以下扶贫及公益项目：


西藏自治区尼木县慧育中国项目：2019 年捐款人民币 200 万元，为当地
家庭定期提供家访形式的养育指导，改变藏族农村地区婴幼儿营养不良
和缺乏基本的家庭早期养育的现状。



蚂蚁森林植树项目：2019 年捐款人民币 110 万元，用于河北省丰宁县种
植 36,630 棵樟子松以及三年管护。



甘肃省会宁县扶贫项目：2019 年共捐款人民币 2,188 万元，用于产业扶
贫、发展村集体经济、“慧育中国”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及消费扶贫。



湖南省古丈县教育助学资金：2019 年捐款人民币 100 万元，为建档立卡
户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助力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不因贫辍学。



安徽省岳西县防因病返贫资金：2019 年捐款人民币 100 万元，用于购买
“深贫保”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协助建档立卡户贫困家庭防范因病返贫。



中金财富会宁县土特产采购项目：2019 年捐款人民币 330 万元，用于消
费扶贫。



中金财富支持会宁县基建需求：2019 年捐款人民币 252.36 万元，用于
会宁产业用水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会宁县蔬果种植、牛羊养殖及农民生
活用水的困境。

十三、 外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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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对金融机构聘用同一会计
师事务所服务年限的相关要求，本公司自 2019 年起聘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提供外部审计服务。
本公司 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
2019 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1,424,141 元。
十四、 审计报告正文及经审计财务报表（不含附注）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准则、解释及其他有关规
定编制的 2019 年经审计财务报表参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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