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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
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3 公司董事长张雅锋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思奇先生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韦海乐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012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元）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10,477,439,349.66

11,175,238,848.23

-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2,750,882,611.59

2,681,734,918.89

2.58

股本（股）

1,791,951,572.00

716,780,629.00

150.00

1.54

3.74

-5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比上年同
2012 年 1-9 月
期增减（%）

2012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311,022,368.47

224.55 1,099,457,674.31

比上年同期
增减（%）
2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10,029,030.06

不适用

159,247,069.68

39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175,181,470.66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股）

-

-

0.10

不适用

0.01

不适用

0.09

8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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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不适用

0.09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上升 4.75
个百分点

5.82

上升 4.56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上升 4.93
个百分点

5.77

上升 4.79 个
百分点

注：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中，2012 年 7-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
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2012 年 1-9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等五项指标，因上年同期数据为负数，故“比上年同期增减（%）”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臵损益

-391,023.4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89,4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1,071.27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影响利润总额）

1,989,447.84
497,361.96

减：所得税影响数

1,492,085.88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影响净利润）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的非经常性损益

122,193.78

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非经常性损益

1,369,892.10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9,861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015,905

人民币普通股

34,015,905

武汉香溢大酒店有限公司

1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00

玉林市华龙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15,363,542

人民币普通股

15,363,542

王素芳

8,144,605

人民币普通股

8,144,605

南宁市荣高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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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330,258

人民币普通股

5,330,258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星石一号

2,585,809

人民币普通股

2,585,809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金 37 号资金
信托合同

2,400,935

人民币普通股

2,400,935

周春芳

1,82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0,500

李京泰

1,781,175

人民币普通股

1,781,175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交易性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12 年 9 月 30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338,858,392.52 3,489,102,044.37
18,100,000.00

增减百
分比（%）

主要原因

-32.97

主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中债券投资规模减少。

-

100.00 期末买入返售业务增加。
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58.3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债
券投资应收利息增加。

应收利息

108,053,607.02

68,257,266.9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46,494,219.37

278,987,434.64

131.73

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中债券投资规模增加。

30,000,000.00

-

100.00

直投子公司新增对外投
资。

长期股权投资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71.74
价值变动形成的可抵扣
差异减少。

9,996,554.61

35,376,524.20

其他资产

282,594,881.16

148,313,372.51

90.54 本期新增融资融券业务。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857,664,368.21 1,419,398,689.80

-39.58 期末卖出回购业务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25,749,253.29

48,165,702.07

-46.54

本期支付期初应付工资
后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1,791,951,572.00

716,780,629.00

150.00

实施 2011 年度权益分派
所致。

54,618,744.20

180,557,152.83

-69.75

实施 2011 年度权益分派
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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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项目

-74.66

实施 2011 年度权益分派
所致。

增减百
分比（%）

主要原因

298,756,514.48 1,178,841,356.15
2012 年 1-9 月

2011 年 1-9 月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
收入

518,215,279.02

651,878,725.41

-20.50

证券二级市场低迷导致
经纪业务收入减少。

受托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净收入

11,952,008.47

8,749,905.93

36.60

公司定向资产规模增加，
收入增加。

利息净收入

26,681,402.27

15,294,987.08

74.45 债券回购利息支出减少。

147,127,147.68

32,214,861.66

356.71 自营业务投资收益增加。

99,466,594.83

-216,447,281.65

145.95 自营证券公允价值变动。

营业外收入

2,856,944.87

14,027,048.68

营业外支出

766,362.76

1,019,064.98

所得税费用

59,980,424.70

25,879,660.90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9.63 政府补助减少。
-24.80

其他营业外支出事项减
少。

131.77 利润总额增加。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
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2.4.1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3.2.4.2 重大资产收购、出售、臵换及企业合并事项
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通过在广西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方式，
公司于2012年5月7日与自然人孙泽华签订《交易合同》，将公司分别位于广西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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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广西梧州市的部分物业资产出售给孙泽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29,500,000.00元。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2012年5月1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发布的《国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因公司未收到交易款项，相关资产的清算交割手续尚未办理，公司于2012
年8月25日就相关事项发布专项公告。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2012年8月25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
上发布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资产进展情况的公告》。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委托律师处理该事项，公司将对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进行持续信息披露。上述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无影响。
3.2.4.3 发行新股方案的执行情况
2012 年 5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不超过 50 亿元。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正在积极推进过程中。
3.2.4.4 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①参与国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情况
a.参与国海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情况
单位：万份
本期发生额
关联方
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期初份额
11,775.44

本期增加
-

本期减少

上期发生额
期末份额

11,775.44

期初份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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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5.44

本期增加
-

本期减少
-

期末份额
11,77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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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收取集合资产管理费
单位：元

关联交易方

广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

购买国海债券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国海内需增长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收取集合
资产管理费

定价原则

2012 年 7-9 月

占同类交易额情
况（%）

59,492.57

1.60

市场价

合计

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59,492.57

59,492.57

59,492.57

②支付次级债务利息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本期已付利息

期末未付利息

说明
为迅速提高公司净
资本规模，以获取

广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

2010 年 4

2016 年 4 月

月 12 日

11 日

各项创新业务资
9,693,750.00

8,508,958.33

格，公司向广西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借
入 6 年期 5 亿元人
民币次级债务。

（2）报告期内，公司无资产收购、出售发生的关联交易
（3）与关联方非经营性债权债务往来或担保事项
①报告期内，公司无与关联方发生的非经营性债权债务往来。
②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任何担保事项。
3.2.4.5 重大合同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
交易、托管、承包、租赁其他公司资产或其他公司托管、承包、租赁公司资产
的事项。
（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
担保合同事项。
（3）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
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管理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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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重大合同
序号
1

协议名称
全面业务合作协议

签订方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2012 年 9 月

3.2.4.6 报告期内监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决定
序号

批复日期

批复标题及文号

1

2012-7-4

广西证监局关于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广西南宁横县和
梧州岑溪市设立证券营业部的批复（桂证监许可[2012]23 号）

2

2012-7-4

广西证监局关于梁懿证券公司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资格的批复
（桂证监许可[2012]24 号）

3

2012-7-4

广西证监局关于覃世英证券公司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资格的批
复（桂证监许可[2012]25 号）

4

2012-7-5

云南证监局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人民中路证券营业
部开展中间介绍业务的无异议函(云证监函[2012]68 号)

5

2012-7-10

广西证监局关于叶长东证券公司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资格的批
复（桂证监许可[2012]26 号）

6

2012-7-10

广西证监局关于黄永祥证券公司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资格的批
复（桂证监许可[2012]27 号）

7

2012-7-24

广西证监局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地区二十九家证券
营业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函（桂证监函[2012]127 号）

8

2012-7-24

关于国海证券重庆营业部实施证券经纪人制度的核查意见函（渝
证监机函[2012]60 号）

9

2012-7-24

关于同意开通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交易权限的函（上
证会字[2012]151 号）

10

2012-7-26

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体育路证券营业部实施证券经
纪人制度的无异议函（晋证监函[2012]171 号）

11

2012-7-27

广西证监局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广西南宁横县和梧州
岑溪市设立非现场交易证券营业部评估意见函（桂证监函
[2012]134 号）

12

2012-8-20

关于保荐代表人资格变更登记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12]431 号）

13

2012-9-4

广西证监局关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桂林辅星路等六家证券
营业部实施证券经纪人制度的函（桂证监函[2012]156 号）

14

2012-9-6

关于对国海证券长沙中意一路证券营业部实施证券经纪人制度
的核查意见（湘证监机构字[2012]93 号）

15

2012-9-6

关于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205 号）

16

2012-9-20

关于国海证券太原体育路证券营业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无异
议函（晋证监函[2012]2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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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1.以其持有的股份按相同的支付比例给流通股股东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
付对价股份，对价安排共计 24,440,000 股；
述相关承诺人未出现违
2.原持有国海证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广西投资集团、 反承诺的情形。

股改承诺

桂东电力、索美公司、中恒集团及河池化工承诺：持
国海证券相关股东 有的本公司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靓本清超市作为索
及南宁市荣高投资 美公司的关联方亦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限售期为
有限公司
36 个月，荣桂贸易及湖南湘晖因本公司启动本次重组
时持有国海证券股权尚不足一年，承诺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限售期为 48 个月，其余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原国
海证券股东及荣高投资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限售
期为 12 个月。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无
所作承诺

无

无

约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的三年内（包含实
施完毕的当年）
，每年年末均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专业机构对国海证券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减值测试后
国海证券的价值小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国海证券的
作价值 20.69 亿元，则原国海证券股东需将减值额对
应的股份数予以注销或赠送予桂林集琦的相关股东。

公司聘请中通诚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进
行 2011 年末减值测试，
并出具了《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减值测试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中通桂
评报字[2012]第 006 号）
。
经采用市场法评估，在评
估基准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
价值为 646,333.36 万元，
较账面值 256,669.44 万
元，增值 389,663.92 万
元，增值率为 151.82%。
与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臵换及
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
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时
国海证券股东全部权益
的所作价值 206,900 万元
相比，增值 439,433.36
万元，增值率为 212.39%，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未出
现减值。

“如因中油上海销售有限公司起诉案被法院终审裁定
或判决承担赔偿责任或返还责任，或原被告双方达成
调解，国海证券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国海证券股东将
按现在持有国海证券的股权比例承担超过国海证券已
就该案预计提负债人民币 43,467,434.00 元以上部分
的赔偿责任或返还责任；如因四川高速公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起诉案被法院终审裁定或判决承担赔偿责
任或返还责任，或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国海证券承
担赔偿责任的，原国海证券股东将按现在持有国海证
券的股权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或返还责任。
”

2011 年 7 月 5 日，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就中油上
海销售有限公司起诉案
做出终审判决，国海证券
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未超
出国海证券已就该案计
提的预计负债，相关股东
无需履行上述承诺；四川
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起诉案已达成调
解，本公司已一次性补偿

原国海证券股东

重大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原国海证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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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四川高速公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200 万元。
原国海证券股东按所持
有原国海证券的股权比
例承担的补偿款已在
2011 年度的分红款中扣
除，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为保证国海借壳上市的顺利进行，原国海证券前四大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
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桂东电力、荣桂贸易和索美公司 述相关承诺人未出现违
原国海证券主要股 在此进一步声明并承诺如下：如原国海证券其他十家 反承诺的情形。
东
股东中任何一家股东不能按照前述承诺履行或部分履
行相应补偿或赔偿责任的，则原四家主要股东承担连
带赔偿或补偿责任。
1.作为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后存续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
广西投资集团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经营与存续公司相同 述相关承诺人未出现违
的业务；亦不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存续公司业务有 反承诺的情形。
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同时保证不利用其股东的
地位损害存续公司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并且承诺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
方将促使承诺方全资拥有或其拥有 50%股权以上或相
公司
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2.对于承诺方及其关联方将来与存续公司发生的关联
交易，承诺方将严格履行桂林集琦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确保公平、公正、公允，不
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保证与桂林集琦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
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述相关承诺人未出现违
公司
反承诺的情形。
国海证券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除需满足一般上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外，上市后将针对国海证券自 述相关承诺人未出现违
身特点，在定期报告中充分披露客户资产保护、风险 反承诺的情形。
控制、合规检查、创新业务开展与风险管理等信息，
强化对投资者的风险揭示；充分披露证券公司可能因
国海证券及全体高 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被证券监管机构采取限制业务等
级管理人员
监管措施、甚至被撤销全部证券业务许可的风险。同
时将严格按照《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
规定，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健全风险监控机制，建立
对风险的实时监控系统，加强对风险的动态监控，增
强识别、度量、控制风险的能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1．桂林集琦截至合并基准日的全部债务(包括潜在债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
务及或有债务)由索美公司承接，索美公司将依照法律 述相关承诺人未出现违
规定或合同约定及时清偿该等债务。
反承诺的情形。
2．对桂林集琦本次吸收合并国海证券要求提前清偿债
务或提供担保之债权人，索美公司承诺对桂林集琦的
提前清偿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对要求提供担保
之债权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 3．桂林集琦将其持有的控股、参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给
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索美公司时，如不能取得该等公司的其他股东放弃优
先购买权的书面文件，索美公司同意，如有其他股东
行使对该等公司股权的优先购买权的，索美公司同意
将受让该等公司股权改为收取该等股权转让的现金。
4．因桂林集琦的部分资产被抵押、查封、冻结，如该
等资产于本次资产臵换及吸收合并生效后不能及时、
顺利向索美公司转移的，由此产生的损失由索美公司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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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索美公司承诺：索美公司及关联方不存在《关于规范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述相关承诺人未出现违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规定的占用上市公 反承诺的情形。
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司资金的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也不存在上市公司为索美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情况。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含追
无
加承诺）

无

无

注：上表承诺内容涉及公司名称均为简称，简称情况如下表：
公司简称

公司全称

广西投资集团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索美公司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

桂东电力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荣桂贸易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中恒集团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晖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河池化工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靓本清超市

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

荣高投资

南宁市荣高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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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营业务受证券市场波动影响较大，无法对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
累计净利润变动情况进行准确估计。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
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2010 年修订）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月度主要财务信息，
以便投资者及时掌握公司经营情况。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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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号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期末持有数量（股）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1

货币基金

161615

融通货币 B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165,972.00

8.56

2

企业债

1180087

11 彬煤债

199,184,384.00

2,000,000.00

199,342,400.00

8.52 19,984,819.18

3

企业债

1080003

10 乌城投债

185,432,970.00

1,900,000.00

190,931,380.00

8.16 11,403,464.64

4

企业债

1180088

11 宝丰能源债

150,100,674.10

1,500,000.00

151,501,700.00

6.48 11,857,386.30

5

企业债

980148

09 吉安城投债

133,669,310.00

1,288,610.00

133,173,361.10

5.69 13,056,364.52

6

企业债

1180098

11 江阴开投债

119,023,284.89

1,200,000.00

121,002,600.00

5.17 11,199,076.22

7

中期票据

1182293 11 铜有色 MTN1

100,000,000.00

1,000,000.00

103,140,800.00

4.41

5,637,737.57

8

企业债

980170

09 嘉高投债

100,824,700.00

1,000,000.00

100,293,400.00

4.29

7,808,424.04

9

企业债

980145

09 邕水务

92,050,920.00

900,000.00

91,868,940.00

3.93

9,911,106.48

10

企业债

980159

09 衡城投债

81,897,120.00

800,000.00

80,736,800.00

3.45

6,684,533.31

958,864,051.00

-

966,701,039.42

41.34 44,860,095.12

-

-

-

- 103,528,629.70

- 2,338,858,392.52

100.00 246,097,609.08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合计

2,321,047,413.99

165,972.00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1）本表按期末账面值占公司期末证券投资总额的比例排序，填列公司期末所持前十只证券情况；
（2）本表填列的是公司2012年9月末合并报表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中核算的各类投资；作为上市证
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证券公司证券自营
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从事证券投资；
（3）其他证券投资指除前十只证券以外的其他证券投资；
（4）报告期损益包括报告期公司因持有该证券取得的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5.2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3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4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2 年 08 月 0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媒体

华夏时报
记者

询 问 公 司 限 售股 份 解 除限 售等 情
况；询问公司是否有短期融资计划。
公司未提供资料。

2012 年 8 月 2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媒体

京华时报
记者

询问公司是否内部禁用奇虎 360 安
全浏览器及其系列产品。公司未提
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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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 18 日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深圳

公司

现场采访

电话沟通

媒体

理财周报
记者

公司总裁就公司创新业务开展等情
况接受理财周报记者采访。公司未
提供资料。

个人

公众投资
者

询问公司限售股份解限情况；公司
股东质押情况；公司非公开发行进
展情况；公司股东大宗交易情况等。
公司未提供资料。

3.5.5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张雅锋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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