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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杨旭岑 董事 因工作原因 邵松长 

1.3  公司负责人邵松长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悦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薇薇女士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292,927,020.49 2,985,236,137.81 1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99,781,057.91 2,080,154,718.15 0.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646,160.84 11,197,035.15 -2,588.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总收入 60,176,205.40 44,580,426.16 34.98 

营业收入 33,274,946.25 20,637,061.38 6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26,339.76 5,409,879.68 26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37,799.68 5,886,704.83 24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39 0.256 增加 0.683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 0.012 25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 0.012 258.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837.5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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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0,341.6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15,322.5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313.40  

所得税影响额 200,996.85  

合计 -611,459.9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2,6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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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 69,342,233 15.26 0 无 0 国有法人 

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54,710,381 12.0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681,625 4.9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00,000 2.97 0 无 0 国有法人 

宁波市海曙产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9,080,000 2.00 0 无 0 国有法人 

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 5,460,000 1.20 0 无 0 国有法人 

宋天峰 4,482,428 0.9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宁波市郡庙企业总公司 3,466,841 0.76 0 无 0 其他 

浙江国信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830,538 0.62 0 无 0 国有法人 

林高 2,600,000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 69,342,233 人民币普通股 69,342,233 

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4,710,381 人民币普通股 54,710,381 

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681,625 人民币普通股 22,681,625 

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0 

宁波市海曙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80,000 

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 5,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60,000 

宋天峰 4,482,428 人民币普通股 4,482,428 

宁波市郡庙企业总公司 3,466,841 人民币普通股 3,466,841 

浙江国信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30,538 人民币普通股 2,830,538 

林高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为中国烟草总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为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

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

公司，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由浙江省人民政

府全额出资并授权浙江省烟草专卖局行使出资人权力，浙

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注：宁波市郡庙企业总公司因企业改制，将其持有的 908万股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给受同一控制 

方控制的宁波市海曙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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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债权投资 
565,279,322.25 375,398,640.43 50.58 

主要系本期投资项目

增加 

长期应收款 
1,075,974,677.07 814,377,669.12 32.12 

主要系本期融资租赁

业务增加 

长期借款 
368,706,743.31 81,558,600.00 352.08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

增加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3,274,946.25 20,637,061.38 61.24 

主要系本期融资租赁

业务增加 

担保收入 
14,923,947.47 7,306,724.30 104.25 

主要系本期非融资担

保业务增加 

营业成本 

4,589,401.89 10,376,427.53 -55.77 

主要系本期贸易业务

收入减少相应的成本

减少 

手续费及佣金支

出 3,856,017.33 1,617,428.63 138.40 

主要系本期非融资担

保业务增加相应的手

续费支出增加 

提取担保业务准

备金 
-615,450.65 1,679,953.68 -136.63 

主要系联合贷款担保

业务停止代偿金额减

少，相应提取的担保业

务准备金减少 

销售费用 

499,155.57 1,426,981.49 -65.02 

主要系本期贸易业务

减少相应销售费用减

少 

其他收益 
90,341.66 1,528,668.73 -94.09 

主要系上期收到重点

企业财政补贴，本期无 

投资收益 
8,911,318.35 1,037,790.50 758.68 

主要系本期收到投资

项目收益 

营业外支出 
916,159.45 20,675.56 4331.12 

主要系本期计提股民

索赔预计负债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本年报告期 上年初至上年报 比上年同期 主要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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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告期末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8,646,160.84 11,197,035.15 -2,588.57 

主要系本期融资租赁

业务增长支付的现金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9,120,859.08 -98,591,272.3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对外投资

支付的现金流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7,986,382.8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

现金增加 

 

3.1.2  应收典当款按照风险特征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比例（%） 减值准备 账面余额 比例（%） 减值准备 

正常 234,721,160.00 45.83 2,714,290.00 229,801,800.10 44.50 2,298,018.00 

关注 22,400,000.00 4.37 252,100.00 22,850,000.00 4.42 274,200.00 

次级 126,818,188.33 24.76 26,034,081.17 137,668,688.33 26.65 28,428,253.17 

可疑 93,106,864.68 18.18 67,667,670.35 103,578,052.68 20.05 78,138,858.35 

损失 35,096,595.94 6.85 35,096,595.94 22,625,407.94 4.38 22,625,407.94 

合计 512,142,808.95 100.00 131,764,737.46 516,523,949.05 100.00 131,764,737.46 

按照《公司资产减值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公司贷款类资产为五分类，分为正常、关

注、次级、可疑、损失类，分类标准如下： 

（一）正常：债务人能够履约，没有客观证据表明本息或收益不能足额偿付，资产未出现信

用减值迹象。 

（二）关注：尽管债务人目前有履约能力，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履约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且

预计资产不会出现信用减值。 

（三）次级：债务人的履约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经营收入无法足额偿还债务

本息或收益。但其抵质押物价值足够覆盖本金或担保人具有足够担保能力，有理由相信通过出售

或变卖资产、执行担保后我司本金不会遭受损失。 

（四）可疑：债务人无法足额偿还债务本息或收益，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部分本金

损失。 

（五）损失：在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息仍无法收回或只能收

回极少部分。 

 

3.1.3 担保业务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类型 业务类型 
报告期发生

额 

报告期末余

额 
年初数 

其中：报告期内

为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

方提供的担保 

融资类担保 

联合贷款担保

业务
注1
 

0 6,985.28  7,062.92   

香溢贷担保业

务
注2 18,655.57 19,576.67 9,3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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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注3 

0  0  0    

非融资类担保 
工程保函担保

业务 
78,085.66  299,462.51 258,712.89   

合计   96,741.23  326,024.46 275,137.01    

注1：香溢担保已于2019年终止与温州银行合作的联合贷款担保业务（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7-044、2018-036、2019-027）。目前存量业务基本已逾期且已全额代偿，公司积极协调温州

银行进行催收。 

截止2021年3月31日，联合贷款担保业务贷款客户13,299户，贷款余额6,985.28万元，人均贷

款额5,252.49元；逾期本金6,968.09万元（其中逾期超过90天的6,967.82万元），实际代偿7,510.61

万元。2021年1-3月确认担保收入2.16万元。 

注2： 香溢贷担保业务是为浙江省内持有烟草专卖许可证的零售商户在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该业务平台已于2020年9月28日正式上线，目前已在浙江省全面推广。 

截止2021年3月31日，香溢贷担保业务贷款客户2,418户，贷款余额19,576.67万元，人均贷款

额80,962.24元，逾期金额无，实际代偿无。2021年1-3月确认担保收入51.88万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 

1、类金融投资业务 

（1）追加认缴出资“杭州昀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1月，集团公司追加认缴出资10,000万元入伙杭州昀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

月4日，集团公司完成认缴出资，资金间接投资于新的地产项目（项目3、项目4），收取固定收益，

项目期限3+3（固定+浮动）个月。 

2021年1月22日，香溢投资（浙江）取得收益27.50万元，收回项目1本金3,000万元。 

2021年2月，集团公司再次追加认缴出资5,000万元入伙杭州昀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月23日，集团公司完成实缴出资，资金间接投资于新的地产项目（项目5），收取固定收益，项

目期限2+2（固定+浮动）个月。 

2021年3月，集团公司再次追加认缴出资5,000万元入伙杭州昀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月8日，集团公司完成实缴出资，资金间接投资于新的地产项目（项目6），收取固定收益，项目

期限3+3（固定+浮动）个月。 

（2）投资“杭州城钰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2月，集团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10,000万元参股杭州城钰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40,010万元，其中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10万元，执

行合伙事务；其他2位有限合伙人共认缴出资30,000万元。该合伙企业专项投资于土地竞拍保证金

项目，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投资、股权投资或股债结合的方式，获取固

定收益，各有限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项目期限9+2（固定+浮动）个月。投资项目

所属公司及关联方为合伙企业的债权提供保障并承诺回购股权。 

2月20日，集团公司完成实缴出资，合伙企业完成实缴出资40,000万元。 

（3）投资“杭州城铭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集团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1500万元参股杭州城铭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23,100万元，其中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100万元，执行

合伙事务；其他3位有限合伙人共认缴出资23,000万元。合伙企业以股权加债权的形式投资于地产

项目，集团公司实缴出资之日后的收益按照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项目期限4+2（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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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个月。投资项目所属公司及关联方为合伙企业的债权提供保障并承诺回购股权。 

2020年3月10日，集团公司完成实缴出资，合伙企业已完成实缴出资23,000万元。 

（4）方正证券量化香溢1号、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21年2月23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投资（浙江）分别收到方正证券量化香溢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方正证券量化香溢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本金各1,450万元，并于2021年3月4日签

署方正证券量化香溢1号、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终止协议书，资管计划清算后将分

配剩余资金。 

（5）投资“宁波香融群英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3月，集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香溢金服与浙江群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群英）共同设立宁波香融群英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规模4,500

万元，其中香溢金服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1万元，集团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2,999万

元，浙江群英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1,500万元。 

根据合伙协议相关规定，香溢金服为普通合伙人，集团公司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浙江群英

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取得的服务费按照约定的数额在普通合伙人和劣后级

有限合伙人之间分配；除服务费外的其他收益，优先满足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及预期年

化收益，剩余部分在普通合伙人和劣后合伙人之间分配。 

当月合伙企业完成工商登记手续。2021年4月，各合伙人完成出资并受让杭州舟宇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银行不良债权项目；同时合伙企业以分期收款方式将不良债权项

目出售给第三方，合伙企业按季收取固定收益，收款期限不超过18个月。同时，第三方的实控人

为第三方的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大额诉讼事项进展 

（1）公司与一三七一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2021年2月23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浙民申3197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一、指令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8-066、2019-038、2019-056、2019-067、2020-035、2020-056、2021-011 

（2）香溢金联与富泰通物流仓储合同纠纷 

2021年3月18日，香溢金联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富泰通物流再

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请求1、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初1704号民事

判决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41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香溢金联诉讼请求；

2、判决由香溢金联承担一二审诉讼的费用。法院已立案审查该再审申请，立案审查案号为（2021）

最高法民申1283号。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8-049、2019-023、2019-040、2019-053、2020-015、2020-034、2021-017。 

（3）类金融投资业务诉讼 

2017年8月2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投资（浙江）认购3,180万元，单一自然人认购220万共

同设立“香溢上海能源投资基金”，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投资（上海）为私募基金管理人，该基

金存续期限 18个月。2017年8月30日，香溢上海能源投资基金完成备案手续，该私募基金正式成

立。 

2017年9月14日，香溢投资（上海）代表私募基金出资3400万元入伙宁波善见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善见），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间接持有合伙企业标的资产新

潮能源1,000万股（以3.4元/股估值）。宁波善见合伙企业持有的标的资产为80679403股新潮能源

股票，其中77444000股用于质押借款，合伙企业对外融资债务共计17140万元。合伙人一致同意：

香溢投资（上海）入伙合伙企业期限为18个月，入伙届满14个月后合伙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归还

香溢投资（上海）本金并按约定分配投资收益。香溢投资（上海）入伙合伙企业届满18个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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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未能足额向其归还本金、分配投资收益的，高为民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按约回购香溢投资

（上海）的合伙份额。 

2019年3月，香溢投资（上海）入伙合伙企业届满18个月，后两次以书面形式通知高为民和杭

州静如，要求履行补偿协议项下的回购及补偿义务，但对方一直未能履行协议。2019年质押的新

潮能源股票40,339,702股被处置，净处置金额98,333,284.50元全部用于偿还质权人债务，且宁波

善见持有的剩余新潮能源股票被其他利益相关方申请冻结，香溢投资（上海）通过合伙企业已难

以获得本金和收益分配。 

鉴于高为民和杭州静如的违约行为，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请求

判令被告高为民向原告支付合伙份额回购金额本金3400万人民币；2、请求判令被告高为民向香溢

投资（上海）支付应得投资收益400万元；3、请求判令被告高为民支付违约金1900.76万元（暂算

至2021年1月4日，以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未付金额的0.082%计算）；4、请求判令被告二杭州静如在

上述金额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5、请求判令被告二杭州静如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8万元；

6、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2021年1月15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1）浙02

民初220号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年2月8日，香溢投资（上海）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财产保全，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21年3月11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查封、

冻结、扣押通知书》，查封的资产全部为股权。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1-014。 

（4）股权投资事项诉讼 

2016年10月，公司与浙江中金黄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金黄金）、浙江黄

金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金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出资999.50万元受让

浙江中金黄金持有的黄金宝19.99%股份，公司分别于2016年、2017年各出资439.78万元、559.72

万元。2017年1月11日，黄金宝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8年3月27日，黄金宝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5亿元人民币，公司认缴金额由人

民币999.5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9995万元，持股比例仍为19.99%。但公司未收到有关事项的股东会

通知，亦未作出同比例增资的意思表示。2020年6月4日，公司起诉黄金宝。2020年12月11日，公

司收到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被告黄金宝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三十日内向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2018年3月27日关于公司增资部分的工商变更登

记；2、驳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1 年 1 月 26 日，公司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1 年 3 月 23 日，

公司对黄金宝认缴出资金额的工商登记信息由 9995 万元变更为 999.50 万元。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收到杭州市市场监管档案信息中心的变更登记情况证明资料。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0-071、2021-018 

 

3、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根据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海政发【2020】47号房屋征收决定，公司所属的位于宁波市海曙

区祖关山路6号房屋列入竹木市场地块项目（一期）征收范围。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公司选择补

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并与房屋征收部门宁波市海曙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及征收实施单位南门

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签署《非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征收补偿资金合计为

15,660,349元。本次被征收的房屋系公司用于出租使用，还需与承租户协商搬迁补偿事宜。 

2021年3月30日，公司已收到部分征收补偿资金8,643,944元。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1-019 

 

3.2.2 期后事项 

投资者起诉索赔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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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于2020年6月5日收到证监机构《行政处罚决定书》，自2020年7

月以来陆续有投资者向公司起诉索赔。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合计收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立案材料28起，诉讼金额共计890.11万元，原告均为自然人投资者，案由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部分案件已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邵松长先生 

日期 2021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