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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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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承担个别且连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董事会并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发表
了同意的意见。

1.3独立董事王爱俭、蓝德军、戴金平毛翔对也司 2018 年年度
报告基于位立判断立场，发表意见如下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属实，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1.4 安永华明会汀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IU 出具了标准无惺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
t

1.5 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包立杰， 王营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燕

滨，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学娟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丰财务报告的真实、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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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司概况
2.1 公司简舟

北方国际信托股世有限公司前身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E信托投资

公司，于 19盯年 10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批准成立，注册资本

为 2佣0 万元。

199，1年，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北方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其问

经公积金转增股本培资扩股各一次，注册资本达到 Ij 50，679 万元。

2001 年 12 月，公司完成与天津滨海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合并，

2002 年 6 月增资扩股 67，818 万元，公司J王册资本达到 150，251 万元，

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合司名称变更为"天津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单位数量为 38家。
2002 年 9 月，公司是中国人民强行批准重新登记.

2阳3 年 10 月，公司名称变更为"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2005 年 12 月，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完成公司分立，经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原白国提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监管局. 2018 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国务院机构改

革设立，以下简称"天津根保监局..)批准，完成城责，存续公司的

汪册资本变更为 1，000，998，873 元。

2008 年 10 月，公司提前结束过渡期，名称变更为"才北t方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

东单位数量为 2盯7 家@

2019 年 2 月，公司完成国有股权整合工作，股东单位数量白 27

家变更为 2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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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公司简介

1 法定名称〔及缩写)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黑公司(北方倍'巳)

2 英文名称〈及缩写) ?川mherηIntem 副阳lnal Trust (0ηLTD (NlTlO

3 法定代袋人 包立杰

4 i王绩乡也址 天~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只街'"号

3 邮政编码
'"'"画76 办公地址 天津市歹杳区友去路 5 号北方金融大厦

7 邮政蝙码 3∞201

R 互联河网址 "，pρ 阶~itic.cg{
9 负责结皂教露菁级管理人员 王炼

10 I~系人 孙晨曦

11 联系咆希 022_28370688

" 传真 。22-2837以'"
..，电子信箱 sunchcnxi纣:'nitic.cn

11 公司信息绞嚣的报纸名称 证券时报

1.'1 公司年度报告各置地在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5 号北 7巧金融大厦 2; 层

公司玛喻的会计师事务所
安永兰和明会+师事务所(拌殃普通合伙〉

16 北京市东峨区东长安安 I 1号东方广场安永火楼"层
名称及住所 OJ-l2 窒

2.2 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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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坚司治理

3.1 公司，台理结构

3.1.1 股东

截至信电披露日，公司股东单位数量为 24 家，实际控制入为天津

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g

表 3.1.1

胶东名称
将应比例

法人代表 这册资本 d豆楚地址 主要经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情况

'" 以自有资金 r 区域内基础设施开发建议金融
保险证券业房地产业交通主输业电为
燃气蒸汽及水电生声和供应业建筑业仓

食天且'来达投资
天津经济技来 储业集游业赘饮业旅馆业炭乐服务.

位段币市限公告' 32.33 张秉军 1007695 万元 开发区盛达街 广告租赁"务业的投资;高新技术开发咨
9 号 1201 询恩务转 11_:房屋租赁 z 基础设~建设;

土想开发整理，汽车组赁设备租赁(不含融
资祖赁) (做法须经批判脏的项目，经相央部门

批喔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河西区友这北 辩文化艺术产业进行投资;文化场馆及交施的
天津孙海文化产

25.43 于学听 392900 万元 路"号银都大 但赁，广告业务;商务信吧咨询:百货工艺
业投资有限公司 蔓 5 层 美术品给售 l 物业息务〈以上范国内国家有专

营专项统定的银规定办理〉

3.1.2 董事、董事会及其于属委员会

表 3.1.2-1 (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

维名 职务
性 年

边任日期
所锥司怪的 该股东持

简要履历
并j � 股东名称 段比例(划

曾任积济'职自中家，监监币央冶事事企金，首立百钢现工工务愚任业作院公街天委国司经津员资计济.委会划发达EE财展投有奇务研资重重梅控究点点毒股中大大卸心何型型去经限企企济公业业商师司绞监监董高会事事
级经

到】"年
天 ;t~达 计师

明f/~林 董事 男 52 投资控股 "臼 会专4 月 2 日
句限公司 会专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渤海缓行泰达.际董
事
曾任兰州大维管理掌院'使师!中型化工进出口总公

天津事达
司甘肃公司业务主办中粮集团甘肃分公司副科

2011 年 长科长总经理助理天津泰达投资控长财殴务有现中任限"公天贾晋平 董事 男 白
4 月"日

电力有限 1.31 司项目评估部副部长风险控制部副部
公司

津 4位主运投资控股街限公司是经理 þ埋葬段
党支部书记

2011 年
天津泰达

曾任兰州公共交郁天通干津公部泰司达天宣投传津资干泰控达事股集i 天暂团津限役开公安司发部证区子工券鲁平剑业朱文芳 董鑫 女 " 投资搜股 32.33 投资公司企划
4 月 22 日

有限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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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理证券部经理 t 天津泰达仅资控股有限公司
金融事业部经理金融事业民党支部书记 2018
年 4 月 25 起代为履行 JC方国际.托股份奇限公司
董事将职务。个月.

曾任天津漠海馆托役资公司部门 1':经理番地 3务绝雹诅结场

2015 年
.务公司经理北 7号军民馆托股份有.公司业

包立杰 董事 男 'ô 职工代袭 月略思~副总经理信托业务部， !t.经理公司
川月 4 日

理局理公司 .1总经理。我任北方国际信托股份何
限公 f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曾任".工商贸行天津分行房地产值安部薪级主

天过R泰i左
管天津泰达投资控股甸限公司投资管理部 .1经

2014 年 理经理现任天津拿达殷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兴，春卫 7卢胡 2在 董事 男 <2 4 月 22 E
段份 4与;在 5. .13

净泰达集团有限公司配总经理董审天津币
公司

自际控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天津渎每 V
业绞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天净甫 tB3t 在托投资公 2 国际金融，阳业务员
天津津陆 J;~-;;金融郭经理助理借贷忆副经哇!天津宙际

候雏民 董事 男 ÓO 2011 年 投资服务
4. 18

资有"公 T馆贷部副经理资产管理曹 ë1'.'经理(
"月 5 日 集团商" 持工作〉资产管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推资产融管 投

公司 理街经理党委委员哥总经理现乞天拿漳

资报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ll'.总经理.
曾任夫津丙油幸在助剂广子衍天津商化学工业哥斗

部天津市经委遭整工业办公室种员副主任科员

主任科贯副主千差。天津市国资委企业改革改组事然 会

201SlF- 津联集团
副欠长综合协调处处长天津市固有企业监

于学昕 董事 男 日 11.21 正处级领导职务奇职监事(处长)天津渤海国资
3 月 25 日 有限公 E

公司副 f已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恩经理。党委书记，
天津津政投资控股有琅公司房地产开发布部长 Æ
经理助理现任天津崇海文化产业投资啊限公司董

事长.

表 3.1.2-2 (位立董事)

所在单位
所推举

该股东梓
姓名 选任日期 的胶东 简要履历

及v务
名称

般比例(‘)

曾经天津财经大学在 l校长曾任第十届
天主'保 全面人大代袭曾任箭十二届全 E政协委

王爱俭 女 "
201.\ 年 税区投

1. 35 ，.
4 月 22 臼 资习与限

公司

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曾会所规任委属划天员经的津哈济财天尔学经津滨科大市金经学哲融成学芳高员在才!天津市 等专科维校任辙，

究德军 男 回
2014 年 宁搜集 4. 75

委员会字位委员

4 月 22 臼 固有限 会科学"九五"

公司 现任北京市京年金融研究院名誉院长， "，

东委员会委员.

戴金平 女
2014 年 天津甫 曾任河北经贸大学教师!开南大开学大深学圳教金师每

南开大学 5' 4 月 22 日 大安房
3.37 南开大举国经所所长，司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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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 他产开 工程学院"院长，跨国公司 F研究中、副院主画l
战略研究 发币市琅 任现任商开大兰"东经济战略研究

院副院长 公司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在二李金属饺扫广会计科处委计工工员算作作会机，团先网曾配在后络4阳天等负已津责方
天津市古

市计 b 委员会财玫金融

'良汇笑商
主机市财政局及富资委

.咨询公
茸的工作，英任市计划

司经理中
2015 象 后搜 Æ!ì委机关下属三产主持建立会计

毛舟 女 64 lZ 月 23 芷事会
师事务所后组建天津言，自会计北税京师务分事咨所务询审联会计

日 所高务咨询公 f 评估公司
师事务所
北京分所

公司深圳鹏域会计师事务所
均任负责人现任天拿市吉威汇英商务咨

经理 制与公õi'经寝。审联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才

所经理.

表 3.1.2-] (董事会下幌委员会〉

组成成员
职责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代.董事会对公司运作和经营活动中的 包立杰 '曹晋平
风险进行监督控制加管理!对公司经

凡险笠制及审计委员 营活动行使审计评价如监督职能是公
朱文芳� 司经营风险的防范与撞倒机构!也是对

公 f 内外部审计也内窑活动进行监督
核查的机构. 毛翔 徐 松

朱文芳

代表董事公会或督促公司依利法履受行受托职

南费者托权委益员保会护反倩
责当司看股负公益受与益人利大 益
发生E冲突时!保证司为益人的最 王爱俭 包立杰 苑德军
利益服务，

徐松

朱文芳 子学听
代衷董事行会对公司激励机制建设薪酬
分配 i是管理. ，董E公司薪'院分配的管理

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 机构，负责拟定习'和高级管理要成管董 理员 包立杰
会 的选的任程序和标准对步董事核如高级向

层任职资格进行初审 I 并.
会提出建议. 戴金孚 筷维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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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芳

代表董事会负责制定公司经营管理目标

战略委员会 衍长期发展战略， 1监督处查每月段经营 包立杰 ，民金平 于学昕

计划投资方案的拭行情况

王爱俭

王爱俭

代夜董事会页'公司关联交易进仔监督
关职交易委员会 控制和管理保证公 F充分维护受益人 多主德军 包立杰 徐*~

的利益.

夏金，令

3.1.3 监事监事会及其下属委员会

表 3.1.3-1 (监事会成员〉

姓名 职务
位 年

这任巨额
听推筝的缺失在 该股东排版

简霎履历
别 龄 耕牛 比例〈‘〉

曾任中共天 J拿市委统战部干部处;':主任厅传发主用
员主任科员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徐 给 监事长 男 '"
2016 年 天津市浮舵投资

L 13 任何限科员级面处级秘书!天津通信科技
"月 9 日 有限公司 公 Z引书记副总经理总经理 I 天浮华

泽集团副恩经理现任北方信任凭号 u:书
记监事长工会主带.

曹任天津 ~TC财务部岛艾迪斯.为科扶(

2011 年 天津天药药业政
二何军限)有限公司财务 .!t.蓝天津天药商业股

王春丽 监事 女 '" 3.37 公E总经理助理横财务部云，天淳天
9 月 w 日 份有限公司

药业般份有限公司董事 V务总监现任 Ã
军夭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曾任Z岛海公司财务部书长!竭地发展边建
:青彦来 监事 男 59 2币"年 中国海洋石油新 3ω 务部经理。 .tJ海 i.' &;财务部资金经理.每

4 月"日 海有限公司 油湖海公司计楚 l 管理部经理现任中海理混

海公司 :;'I，!t 经济师.
天津永务建设哺

0.35
限公 f

天津甫漳东房地

.投资开发集团 0.26
有限公司 曾任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干部君

2014 年
天津火炬科技发

0.213
证券天潭业务部 .!t.经理渤海证养青限公司

王东思 监事 男 日 展公司 董事副总珑，中国符舵投资公司总经理
4 月 22 日

天津海品?仁禾l笑 理权，投爬资本运营"主任。现任天津漠海绳'生
业有限公司

0，20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天津渤海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天津 0，19
化工厂

中馆天津工业发 O. 18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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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公司

天津大治化工役 O. 11
资发展有黑公司

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业技资公 0.02
司

曾任天津滨海信托财务部经理北方倩托 z
划财务剖副经理托管前经理天津北僧完财 倍
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理经理，北方国

夏金外 监事 女 "
2011 等

职工代表
托投资股份币与黑公司稽核专员。天津北馆中
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I';.~经理象财务总监 I41.22 日
"方国际倩托股份有限公司司自计稽馁'胆启

经理，现任北方国际倩托股份弯限公司运营
4师总经理.
1旨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信恩处从事攻
务结息编钱工作天津市人民政府法制刁馆国(公托阿主

霍绍菁 监事 女 "
2】"年

职工代表
室复议应诉指导处工作首任北方国际

10月"日 股份有限公司风险位 4民主管，观经北方
馆托股份有限公司凡诠控'争 l部副.~经理

排工作) �

监事会未下设专业委员会。

3.1.4 高级管理人员

表 3.1.4
姓名

职 性 年
选任日期

金融从 学 专
简要艘历

务 别 龄 业年黑 历 业
曾任天津滨海信托役资公司杭门;，)经理

足
E 香港涉说 V务公司经理，也"回味倩托殴

本 际 份有艰公司业务友展总院副总经理惜花
包立杰 经 男 '" 2015 年 u 月 25

科 金 业务部，~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
理

融 副总经理。现任北方自际馆任股份有.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副 工 曾任矢璋国际倩托投资公司经理助理，天

范 妒
思

女 50 2008 年 8 月 22 硕 R曹 iH.达是因役资部项目经理北方笛托证
经 士 管 券管理恳部负责人总经理助理来证券投

理 理 资部总经理 I 现任北方馆托副总经理.

曾任内蒙古银行学校教研室主任团委书

" 工
记聋生科科长 1 内蒙古自治军证券公司

发行部上海业务部总经理公司是经理

王艳涌起
皂 男 "" 2014 年 u 月 "

领 商
助理面「总经理海边证券股份街限公司

经 土 �天津营业部北京管业部总经理。北方僧
理 理

但业务二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北
方馆托;':总经理.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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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教师

单 J 海南省证券仨司 l'!总裁北京华字去纪绞
安有限公司 1':总裁昆仑证券奇束责任公

金树臭
经

男 5~ 2018 年 12月 2e
4页 界 i;'!兰裁北方借托息经理"理蕉资产管理

济 士 经
部层经理如海财产保险股份奇报公司啥

师 济
务副总经理恩经理。北方信托患经理'院
理现任祀方借托总经济师.

董
金

曾在北方结托电脑部证券部技资管理

事 二部任职曾任战略发展研究所坊合研究

王挥 AZ 男 " 2016 年"月 2-1 费 司生
室副主任战略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综合

币1 士 工
管理部思经理公司总经理配理现任祀

程
书 方官托董事会稳爷.

曾任 '!'I:: 蒋兴天津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天
λ 难开凌 2 总公司会计 I 天津演海新兴产业

曾广炜
险

男 " 2017 年 2 月 18 本 会 公司财务机副经理北方筒托信托业务囚
6 4 讨 都配经理证券投资的面 l 层经在财务中

� 心也经理风险控制部总经理公司总经
理助理现任北方信托只险巴监.

管 曾在工商银行石束庄支行天津仁牙投资

叫b 理 公司任 Z贝鲁在北方情托役资银 it%C 业
;:，辜

硕
科 务发展息苦:笼统业务二部任职曾任北

t 同j 理 1耳 H 20111午 12月 18 学 方结托 f主托业务一部副总经理筒托业务
F巧 士

与 苦。副总经理(主待工作〉筒托业务一

理 工 部绝经理公司业务总监公司普， ;t .!注监
在 >"任斗方信托总经理射程.

曾任天津第五建筑公司财务如出纳曾在

总 北万倩托会计部投资管理各:投资银行

经
李 会

部理财中~馆字毛业务部任职曾任

刘德发 理 男 '" '"四年 12月 28
抖 1什L 北乃倩托浪海业务部副， t~经理〈王持工

助 作}倩托业务三部层经程公司业务总

理 监公司首精总监。现任北方信托，~经理

助理.
曾在深圳新户业投资股份街限公 f 资产

i天 世
管理部任耳 ê. 曾在北方结托业务拓提部
结托业务恩部综合业务卸信托业务二

张文钝
管

男 " 2018 午 12月 "
项 表

部任职曾任北方 f吉托信托业务二部 J': 恩
~，垂 士 92

" 济
经理(主待工作〉馆花业务二部总经理
公司业务总监公司首席忠监现任北乃

馆托运营总监

3.1.5 公司员工

表 3.1.5

项目
报告剿年度 上年度

人数 比例偶d 人数 比例偶)
25 以下 6 2.IS 0_6

年 f，分布 25-29 61 22.1 35 20.9币
30-39 118 42.75 " 35.33

40 岁以上 " 32.97 72 4日 11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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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5 1.81 5 3
硕士 '" 55.O? 89 53.29

当止历分布 ，科 "0 39.8t 85 38.92
专录斗 8 20 7 4.19
.组 1 0.36 队6

董事盒，及高管人贯 9 3.26 6 3.59

岗位分布
自营业务人员 12 4、5 " 6，59
信托业务人员 1" 40.22 " 50.3
其他人员 144 52.17 " 39.52

;1 自营业务人员是蓓在百面石耳王:丐可 E至歹瓦手固有安金使用和面有资产管理

有关业务的员工;倍于毛业务人员是指传照岗位分工 I 专门或至少从事馆托资金募集使用和

信托资产管理各项业务的员工 r 予人力资源部等类似无法.嗡 2分的综合部门归为其他人

员.

，

3.2 公司治理信电

3.2.1 年度内召开股东大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八次，具体如下

(1) 2018 年 1 月 17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红利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马场道 231 号房产和华加国贸股

权不纳入进改资产的议案>>0

(2) 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丁《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现合所有制改革

交易方案〉和〈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择也方案〉约

议案上《关于提请审议〈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标的企业的 d台理结构要点〉

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性司混合所有制改

革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增资信息发布申请书〉的议草》。

(3) 2018 年 5 月 3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工作单结暨 2018 年工作要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度决算报告》、《北方国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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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北方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预算报告>>，(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7 年度董事耳职情况评价的议案>> 0

(4) 2018 年 7 月 13 日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部分股权协议转让给天津渤海文化产业投资有眼公

司的议案》

(5) 2018 年 10 月 8 曰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确认北万信托 j[合所有制改革搜牌结果及

同意以增资扩股且股权转让方式吸收新股东的议案》。

(6) 2018 年 10月 23 日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追过了《关于提请审议修订〈公司拿程〉的议案》。

(7) 2019 年 1月 2 目召开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变更 2018 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突》。

(8) 2019 年 2 月 15 日召开 2019 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U增资扩肢及股权转让方式吸收新股东

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审

议修玫〈公司章程〉的议案置北方国际信托股借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议

案》。

3.2.2董事会及其下属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二十二次，风险控制及审计委

员会会议七次，消费者权益保护及信托委员会会议二次，关联交易委

员会会议二次，战略聋员会一次，薪酬管理且提名委员会四次，具体

情况如下

<1)2018年 1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8年第次临时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丁《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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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马场道 231号房产和华加国

贸股权不纳入混改资产的议案》。

(2) 2018年 2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

议，会议审议追过了《芷于修订〈业务决策委员会制度〉的议案》、《北

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3) 2018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

议，会议研究了《关于提请审议调整董事会下 i~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川 )2018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王建东北方国际情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职务的议案》、《关于推举朱文芳代为履行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5)2018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宙试调整董事会下设专业垄员会委员的议

案》。

(6)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Hl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混合所有

制改革交易方案〉和〈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择也方

案>的议案11.<< 关于提请审议〈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标的企业的治理结

构要点〉的议案>>.<<关子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混合

所有制改革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处司培资信尾发布申请书〉的议案》。

(7) 2018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七次临时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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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8年 5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北方目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工作单结暨 2018年工
作要点)).!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决算报告 1). <<北
方国际信托股价有限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 <<北方国际信托

股甜有限公司 2018年度预算报告>>.!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及 2018年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1. !关于出

苦保íìtl"海滨三路 97号房产的议案 1).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薪酬执行情况且 20四年度薪酬计划的报告》听取了《关
于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的汇报》。

(9) 2018年 5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资产质量五组分类及管理、处置办法〉进行修订

的议案》。

(10) 2018年 7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皮会议 1 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 (2018年一季度风险控制及风险资产管理工
作情且报告〉的议案》。

(11)2018 年 7 月 13 B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九次临时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部分股权协议转让给天津渤海文化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12) 2018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8年第十次临时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继续骋用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

司进行 2018年外部审计的议案》。
(13)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拟聘任董刚刘德发任且是理

助理和张文栋任运营总监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合司 2018年}~.体招聘名额追加80人的议案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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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8 年 9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十二次临时

会议，会议研究丁《关子提请审议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进行修订约议案》固

(15) 2018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8年第十二次临时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ïI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性司补

充医疗计划实施方案 (2018 年修订》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北

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工作三年发展规划的议案>>， I关

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合规风险管理报告

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二季度

风险控制及风险资产管理工作情况报告的议案》。

(16) 2018王三四月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子提请审议确 V，ll方信托混合所有制改革
摘牌结果及同意以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方式吸收新股东的议案>> 0

(17) 2018年 10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8) 2018年 10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十六次临

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试〈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方罩 (2018 年修订》约议案》。

门的 2018年 12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攻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三季

度风险控制 R风险资产管理工作情况报告〉的议案》。
(20) 2018年 12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且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丁《关于提请审议变更 2018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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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9 年 1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次临时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丁《关于提请审议〈渤钢革企业重整计划(草案) )

的议案》。

(22)2019 年 2 月 1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以增资扩股且股权转让方式

吸收新股东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

于提请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暨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股权的议案》。

(23) 2018 年 2 月 2E 日召开第二届风险控制及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就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有关事项与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

(24) 2018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风险控制及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攻会试，会议审议通过了《关子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北方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及四 18年内部审计

工作计划〉的试罩》。

(25) 2018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风险控制及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万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一季度风险控制及风险资产管理工作情况报告〉的试

案》。

(26) 2018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风险控制及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万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工作三年发展规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北

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合规风险管理报告的证案>>.!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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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提请审议 2018年二季度风险控制且风险资产管理工作情况报告约
议案>>0。7) 凹18年 10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风险控制及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f关于提请审议 2018 华上半年内
部审计工作报告及 2018年上半年经营情现审计报告的议案>>�

(28) 2018 王三 12月 12日召开第三届风险控制及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四次临对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1<<关于提诸宙议〈北方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三季度风险控制及风险资产管理工作情把报告〉的
议案》。

(29) 2018年 12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风险控制 R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变更 2018年度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0) 2018 年 4 月 23 目召开第一届消费者权益保护及信托委员
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的议案》、《关
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信托管理报告〉的
ì!l束》。

(3D 2018 年 II月 13 日召开第一届消费者权益保护且信托委员
会 2018 年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丁《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上半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讯什 t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上半年信托业务
管理报告〉的议案》。

(32) 2018 年 4 月 23 B召开第二届关联交易聋员会 2018 年第一
次会议，会试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的议案》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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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8年 11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关联交易委员会 2018年第
二次会议，会试审议追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2018年土半年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的议案》。
(3刮目18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一届战略委员会 2018年第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柑有限公司 2017
年工作总结直 2018年工作要点〉的议案》。

川的 2018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一届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面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2017年度薪酬执行情况且 2018年度薪酬计划的报告〉的议案 L
(36) 2018年 8 月 28 目召开第一届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拟聘任董刚、刘

德发任曾经理助理和张文栋任运营且监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北

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足体招聘书额追加 80人的试罩》。
(37) 2018年 9 月 14日召开第一届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会 2018

年第二攻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合司薪酬管理制度 (2018年修订) )约议案》、《关于提请审
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补充医疗计划实施方罩 (2018年修
订))的议案》。

(38)2018年 10月 10 日召开第一届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会 20周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方案 (2018年修订) >的议案》。
公司董事承担忠实义务与勤魁义务，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专业、高效地屉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推动公司履

行社会责任。

20



北方国际馆托般份有限公司二零【八年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尽职，诚信勤魁，保证分配足够的时间与精力

服务公司，按时出席董事会及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会议，基于独立

立场对讨论事项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维护委托人、受益人、

中小股东且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受损苦，并对公司 2018 年年报发表丁独
立意见。

董事会按期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认真执行股东大

会的决议事项，下属五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风险控制及审计委员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及信托委员会薪酬管理及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

关联主易委员会，代表董事会行使风险控制审计监察信托事务管

理、消费者权益保护、薪酬管理、提名管理、拔略管理和关联交易管

理的职能，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有敢指导和监督。

3.2.3监事会及其下属委员会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监事会会议五次，具体如下

(1)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口年

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及 2018 年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 !关于提

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 1.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关于提请审议 <2017年度董事阜职情况评价〉的议案》。

(2) 2018 年 9 月 19 目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2018年第二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的试

案》。

(3) 2018年 10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 2018 年上半年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及
2018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审计报告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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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年 12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2018年第四在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共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理职

评价工作管理办法〉的议案》。

(5) 2019年 3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2019年第一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上年度董事

尽职情况评价〉的议案>>，

报告期内，监事会列席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公司的重大

决策事项重要经济活动都给于关淫，并适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公

司董事、高管层等履行公司职务约行为进行了有敢的监督，并不定期

地检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扭，努力维护全体股东的权益，为公司的合

规经营和稳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董事会运作规范程序合法公司董事

商管人员履职时，能够宅于取守、勤勉尽责。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班

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违背公司规章制度或损害

公司股东、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革和

佳去的风险营控体旱，信皂披露及时、准确、完整。公司年度报告其

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垣营成果。

3.2.4 高级管理人员屉职情况
包立杰先生，公司且经理，虫贵公司全面工作。

陆矫女士，公司副 j主任理，分管海外业务拓展。

王燕滨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财务中心。

金树良先生，公司总经济师.分管信息技术部、战略研究所。

王辉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分管综合管理部、董事会办公室。

曾广炜先生，公司风险恩监，分管风险控制部运营部信托托

管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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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刚先生，公司总任理助理，分管各信托止务部，

刘德发先生，公司，~.经理助理，分管财富中心、金融市场部、消

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

张文栋先生，公司运营总监，分管资产管理部。

报告期内，公司离现管理人员在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

本着为委托人受益人负责的是度，修尽职守勤魁进取，率领全体

员工防风险、机机遇谋发展，各项工作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公

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高级管理人员的良好表现得到丁公司

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员工的充分肯定.

4. 盟营管理
4.1 蛙营目标方针战略规划

北方信托始终坚持"投资中国"和"一个确定两个代表两个

覆盖"的投资理念(即风险可控情埋下赚取确定性收益，投资标的要

代表社会进步和 E域经济培长，资产价值要能够覆盖时间成本和变现

戚本) .打追符合全球金融发展趋势和经济发展规律约、头部的新型

金融发展平台。

在经营发展战略方面，公司以"错位竞争"策略和中长期视角，

为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客户提供多元化风险收益特征的金融产品，为

产业集团军户提供野周期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本着"尊重客户、造

福社会"的初衷，将自身可调动资本与资产，交给最合适最优秀的

公司和团队去打理，经过社会责嚣的重新整合提升资产配置鼓卒，进

而推动社会进步，携手客户、股东等相关方"分享中国经济增长"。

公司将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落地为契机，充分激发体制机制活

力，用企业家精神助为转型发展，全面打造"强执行力文化..持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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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推动回归信托本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落地后利用 3-5年的
时间进入行业头部

在转型发展方面，公司将紧紧围堤非标债权市场、债券市场股

权的一级阳市场和新三板市场股权投资的一级半和并阴市场、股权

投资的二级交易市场以及前生品市场等六大走资产领域，搭建具有强

大协同鼓应的客户体至不断提升鉴别、在取且运营优质资产的核心

能力，手T追风险控制过硬的项目风险金流程监测体旱，提升公司固有

资产和信托资产投资水平:在资产行业平衡、标的平衡利润平衡和

沈动性平衡中，力争实现重点经济区域圭覆盖六大是资产领域全覆

盖细分子行业头部企业全覆盖。

4.2 所经营业务的主要内容

4.2.1 自营资产运用与分布

表 4.2.1

资产运 Æ 金'民 占比(%) 受户分布 金额 占比(%)

(万元) (万元)

货币资产 50.370.11 9.77% .础产业 6.587.81 1.28%

贷款及应收款 87，6ωρ。 17.00% 房地产业 19.919.87 3，87%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265.47 4.71% 证券市场 44，313.51 8.6m句

叮供出售金融资产 1ω." ‘" 20.17". 实业 30.372.42 5启9向马

持有至到期投资 1.l94，79 0.230/0 金'陆机构 234.445.75 45.50%

长期股权投资 39川" 7.670/0 具他 179，672.6~ 34.87%

其他资产 20;儿.435.80 40.45%
资产合计 515，312.()4 1∞阀% 资产总计 515，312.04 100肌%

4.2.2 信托资产运用与分布

:k 4，2.2

资产运刑
金额 占比

资产分布
金'眼 占ψ

(万元〉 (‘) (万元) "‘)

货币资产 190.452.55 08 伊也 基犯产业 3.903.795.21 16.37%

贷款 11，301，124.97 47.3叫 房地产 1，666，309.40 6.99%

交易位金嗣资产 )，9α 入432，61 16.35% 证券
4，233，845.14 17.75%

可供出售金融资 1，637，782.51 6，870/0 实业(工商企 7，543.436.8。 31.63%
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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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至 JIj来投资 4，150，701.39 17.40的
金融汇构

744，150.29 3.12%

长期股权役资 2，192，391.41 9，19%
，晚他

5，757，549.23 24.14%

其他 476，卫JO.63 2仰%
资产边计 23，849，086.08 i∞∞% 资产总计 23二.<9ρ86.08 i∞00%

4.3 市场分析

4.3.1 有利因素

~7;现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约 i1;势。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开局之年，经济发展以供给创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贯彻新发展理

念，落实商质量发展要求，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新动能快速成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

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

价格班幅低于预期，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班城镇就业继续扩大，新

增就业大幅增加，进出口稳中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区域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天津坚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经济结构进-步优化，新动能加快成长，营商环境持续问好，拼质量

拼效益、拼结构、拼绞色的高质量发展恶势正在形成回同时，天津不

断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并加大对高质量金

融入才的引进和培养固未来，天津将立足于现有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

打造"网、三链四集群"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旱和"核三带

六园区"的新格局，推动功舵再造和产业重构。

信托行业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 a 基于当前若现经济环境和监管环

绕，信托行业正从高度依赖房地产政府平台类企业融资与牌照通道

套利的培长模式回归到信托本源，真正发挥优化资挥配置的作用。 2018

年 4 月资管新规出台，加速才在动信托行止破除刚性夕Ut，压缩通道规

模，向主动管理业务转型。信托公司作为资管行业重要一员，在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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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止务范围专业能力以及创新意识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

中国居民防富的不断积累，企业技融资需求的不断增强，将为信托行

业带来在宜的增长动力，未来信托业务拥有巨大发展潜力.

公司发展实现了多个突破。是党的政治建设扎实深入，形成了

以党建 1Æ发展的良好局面二是业务转型取得定突破，主动管理资
产规模、集合信托发行规模均达到历史最南水平.三是"蓝海战略"

初见成效，业务布局加速草地，与多万战略合作实现协同.资金竭竞

争力稳步提升，四是"药会一部"加强审批监管，风控体旱日趋完善

五是公司内部管理不断完善，强化全面从严治企，提高了工作执行力

及队伍凝景力。

4.3.2 不利因素

主观经济电体保持较强韧性，但在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国内经济

长期快速发展积累的风险隐患草草增多，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全球经

济错综复杂，地缘玫治风险 it.然较穴，出口增长面临压力，股、债、
汇等金融市场波动培大.近几年受房地产拉动的居民部门负债率增速

过快，整体消费增速回升动力依然不足。

行业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 o 2018 年以来，信托止监管持结加强，
金融去杠杆导致信托业通道业务姐模明显减少，行业整体资产规模有

所下降。在责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背景下，信托产品吸引力下降，资

金募集难度加大.同时. 2018 年 12月《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
法》正式发布后，将对整个大资管行业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信托公

司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公司发展仍面临困难和挑战。资产端压力逐步增大，既要盖在三

止，又要深入推动业务转型，客户集群建设资产配置计划还有待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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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细化，综合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整合资源战略协同、资企事集

能力有待提高，人才团队建设、运营管理能力还需进一步强化。

4.4 内部控制
4.4.1 内部控制环境和内部控制又化

公司在持续稳健发展的同时，始终将业务的合规性、风险的有效

防控作为前提和保证。公司已经建立起一套较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

具备明确的内控目标和原剧，覆盖公司各项业务、所有部门和人员，

从机构岗位设置风险识别评估内控措施监督评价与纠正等各方

面保证目标原则的具体落实回

公司坚持倡导合规企业文化，引导员工树立合规意识和风险意

识，并通过严格止务审批权阻规范业务操作流程完善全员风险管

理责任制监督考核与奖惩制对员工的行为进行规莲、监督。

2018 年，在防风险、强监管的大背景下，公司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通过中台运营部门有效隔离风险，显著提高业务推进效率。通过厘洁

信托托管部和财务中心边界，实现公司信托财产、人员和系统的完全

独立核算、独立管理。

4.4.2 内部控制措施

公司已建立了三个层政的内部控制机构，董事会是公司风险管理

责任的最终承担者，确定公司内控总体目标管理策略，董事会下设

的各专门委员会代表董事会对风险进行监督管理.高级管理层是公

司风险管理的实施者，组织贯彻实施董事会的风险管理政策.业务部

门是止务风险防控的直接责任部门，风险控制部、运营部、审计稽核

部财务中心对公司各种业务风险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约有效监督

和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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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机构均能严格植行职责，保证内部管理的运行顺畅与监督到

位。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层面哩过聘请桔立董事，加强对公司经营的

监督与管理，业务决策委员会严格遵循审议程序进行集体决策，保证

业务决策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公司中后台相应职能部门对成立的项目

进行持续跟掠，定期进行压力溃 Jì式，并充分组扭稽核检查，确保项目
运作期内的闭环管理因与此同时，建立店主处置机制，发现问题组决

最后立即响应，力侠风险不进一步扩大，

公司已建立一套涵盖公司各部门岗位渗透公司各业务及操作

流程的制度体罪。制度中既有原则规范，又包含操作在程风险点和

防范措施，保证可操作性和落实到位@根据监管法规政策的变化、监

管部门检查后的要求和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制度进行及时修订、

家~ìL 保证公司制度与法规政策监管要求的一致性。 2018年，公司

扎实做好整章建制工作，将 185项制度整理汇编成册，废止旧制度 19

项目

公司已建立满足业务发展需要的信患系统，包括综合业务管理亲

吭证券交易旱统账户管理 ff 吭筝，且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 ff 统

功能、 t 化旱坑 i在程。在实现业务数据集中管理的基础上，将完成公

司究各系就规划和系统方案设计，进一步加强口罩统风险管理。

4.4.3 信电吏流与反馈

公司建立并执行较完善的公立收发管理制度、会试管理制度及旧

办公 ff 坑，确保信息及时有鼓传边。公司各相关部门按照规定，定期

向监管部门报送数据信皂情况，严格遵守报送的内容及时间要求，在

业务开展的过程中，公司业务办理人员就相关问题随时与监管部门保

持有效沟通。公司风险控制部负责收集整理新法律法规、监管要求，

及时向全体员工发布，能够保证新法律法规的及时传递.公司日常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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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行业发展动缸，向 5公司各层组股东、董事、监事定期发迭，使各

万充分丁解行业最新玫策和发展情况。

4.4.4 监督评价与纠正

公司建立了多层次的内控评价和监督纠正体单，监事会依法履行

监督职能，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层履职、重大事项决策程序内

部控制建设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审计稽核部独立履行内部控制制度

的监督、检查与评价职能，定期对业务活动财务活动及其他法律法

规要求监督的活动进行检查评价并提出管理建议，促进公司位法合规

开展业务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提升执行力。同时，公司

接受外部监管部门的各项俭查，对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和落实。

管理层高度重视监管意见和内部审计建议，认真落实各项监管意见和

审计建议，并根据监管改革和业务发展现状，持续修订完善内部控制

制度和内控程序，保证了整个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

4.5 风险管理
4.5.1 风险管理概况

公司是营活动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合规风险、信用风险市

场风险操作风险、其他风险等。公司已建立的机构体旱为风险管理

奠定了组织机构基础，制度体系提供丁制度保障，流程管理实现了对

业务审批操作的规范管理、风险监控，形成了分工合理、职责明确

运行顺畅、制衡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业务部门是业务风险防挂的直接责任部门，在业务尽职调查、方

案设计、实施操作项目后期管理等过程中进行自身风险控制.风险

控制部是风险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制度建设、项目合规位审查和风

险再论证、法律事务管理监测公司整体风险状在监督业务部门对

法规制度的执行情扭等.中台运营部在提案审批环节对业务实施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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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存在的操作风险进行风险提示，在信托业务报备产品登记

合同签署担保核实、他项权证管理、放盐审批、档案收集及管理、

重点行业数据监测等方面基本实现了全流程管理。审计丰富核部就性司

业务经营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和制度执行等方面，独立地提行检查、

评价、报告、建议职能.财务中心虫贵公司财务会计核算、财务资涯

调配防务监督管理和财务风险防控预誓，通过公司各项财务管理

会计核算和数据统计，对资金及资产进行监控。

公司为各项业务的开发决策、实施、后期管理设定了标准化

规范化的注程，流程的各环节均明确责任部门及岗位，并严格条件

时 Frl.要求，及相关环节的互相监督、制衡，以保证业务的现范有序开

展。 2018 年对事务性审批流程业务评审数据捏造和报表管理、业

务审计稽核等工作洗程全面评估梳理和调整，实现了流程优化。

4.5.2 风险状况

4.5.2.1 信用风险状况

即违约风险，指吏易对手不能全部或部分按时履行合约义务而造

成财务上损失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客户交易违约或借盐人信用等我下

降等风险。公司涉及客户信用风险的止务包括存放同业款项贷款

担保和应收款项。

4.5.2.2 市场风险状况

括性司在信托资产及固有资产合法经营中，因为市场价格的波动

而产生的风险 B 这些市场价格参鼓包括利率、汇率、股价、股指、商

品价格等。也包括同业竞争对公司盈利能力和财务状担产生影响形成

的风险。公司将收取固定的受托人管理佣金作为王要盈利桌边，故行

业费率的变动对公司的盈利具有一定影响，公司贷款业务多执行固定

利率，但利率变动对企司盈利能力 1JJ具有一定影响:为应对股价变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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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公司控制证券投资规模，通过合理确定投资组合、

创新产品和业务模式控制风险公司目前暂未开展外币业务，不受市

场汇率变动影响。

4.5.2.3 操作风险状况
主要指团内控机制不健全、管理失误、操作系统不完善，或一些

人为的错误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尤其是因内控机制不健圭和管理失

误带来的损失。对此，公司在已建立标准化的业务流程及较完善止务

管理系统的同时，严格执行制度，加强风险责任制及监督考核与费远

制，同时注重提高员工的道德修养和职业素质。

截至信息披露日的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因操作风险所造成的损

失和责任事故。

4.5.2.4 其他风险状况
主要有合规风险道德风险。合规风险指性司任营活动业务开

展回来能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舰则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而

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监管处罚、财务或声誉损失的风险道德风险主

要表现为公司内部人员蓄意违法违规或与公司的利益主体串通而给信

托莹莹人旦旦公司自身带来损失的可能。

截至信息披露日的报告期内，性司未发生固其他风险所造成的损

失。

4.5.3 风险管理
4.5.3.1 信用风险管理
公司开展业务将信用风险作为重点风险进行防范。

合理的资产结构和资产配置是防范信用风险最有效的手段，公司

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坚决贯彻落实直海战略，做好大关资产结构布局，

既包含传珑的非标债权业务，也要在股权投资并购重组衍生品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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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等在骂王长期收益，合理规划行止、 E域、客户结构，支持战略新兴

产业生物医药行业等投融资需求，覆盖重在任济区域， 以京津冀一

‘

体化为契机，紧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筛选优质客户，与全国百

强企业或行业区域龙头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通过进行全面深入的贷前调查克分准确丁解交易对手的情况、项

目情况，调查采取收集资料现场调查、到登记机关验证等相结合的

方式，利用中国人民根行征信系班信息圭询中介机构评估审计等

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 2018 年在风险控制部增加了尽调复核职责，

通过对业务部门项目尽调结果筷子复核，进一步充实完善尽调结果，

深入拮据项目风险点，风控部审批业务提案时克分结合尽调复核约结

果，使业务提案审批的住据更加客观、真实准确。

业务方卖 1走走包括保证担保、资产抵押、权利质押笑多种信用增

级方式，对于保证担保的贷款，公司按照对借款人贷前调查的要求同

，
3
E

、
台
E
、
/

时对保证入进行充分调查， 以判断其是否具备担保能力。对子抵质?甲

担保的贷敖，公司明确规定可接受的抵盾押物范围。由公司指定或认

可的、具有资顶的评估机构对抵押物进行评估，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有

效期 1年)确定抵押物的价值。综合抵押物的价值变现能力和投保

情捉确定抵押率，对不同类型的抵押物明镜确定抵押率的土限。抵盾

业务决策均需通过公司业务决策委员会(达到一定数额上报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进行集体决策，审议前由

风险控制部进行风险再论证. 2018 年公司建立了业务预审会机制，在

业务土报止务决草委员会审议前， 由业务条线王管领导反风控足监主

持，业务部门且风控部门参加预审会，对业务进行全方位评估分析，

以对上报业务决策委员会审议的业务进行筛选把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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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项目后期跟踪检查管理，定期了解借款入和保证人的经营情

况、融资项目进展情况抵质押物现状等，撰写贷后检查报告。投资

类项目监控用敖方项目运作和资金使用，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防范和化解。 2018 年在审计稽核部增加定期对项目后期管理进行审查

的职责，强化性司业务决策及风控措施的有鼓落实，以防范业务后期

管理风险。

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非银行金磁机构圭面推行

资产质量五级分类管理的通知>> (银监发[2004]4 号〉对资产进行分

类，对风险资产计提减值准备金.

对出现信用风险的业务.在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妥

善和l走策略，积极协调各方，稳健化解存量不良资产，体现固有企业

服务社会维护稳定的责任担当. 2018 年度公司未新增风险资产，存

续风险资产处置取得重大进展。

4.5.3.2 市场风险管理

公司加强对经济及金融形势的分析预测和对监管行业资讯、投资

产品的研判力度，持续监测交易中的市场风险，实现公司稳健经营。

公司贴 1江市场需求，积极推进业务"芷海战略

个确定'两个代表、两个高盖"的"错位竞争"的资产配置理念〈即

风险可控情况下取得确定性收益，投资标的要代表社会进步和 E域经

济增长，资产价值能覆盖时间成本和变现成本)。公司将紧紧国进非

标债权市场、股权的一级阳市场和新三板市场、股权投资的一级半市

场、股权投资的二级市场以及何生品市场等六大领域开展业务，努力

实现业务领域技资行业、收入结构的合理布局，使业务收入结构更

加合理，收入利润等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 a 积极贯彻落实监管部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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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政策，对房地产"两高一剩"等重点行业政府融资平台等重

点业开定期进行压力 il!IJ试，密切关注市场情况，加强业务风险的防范。

4.5.3.3 操作风险管理

公司一方面围组固有、信托资产运营管理证券投资会计核算

资金交易、信息采 m及文档管理等日常垣营业务开展的各个方面，
制定管理规定和操作注程，明镜操作权限和内容，严格遵西"决策与

操作分离" "业务操作与风险监控分离"写在原则，另一方面加强对

制度执行的检查、评价，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加强员工培训，提

高员工风险意识 a 通过建立满足业务需要的信尾管理系珑，将业务全

iE程纳入系统管理，设定严格的疏程与世用权限，赋于风在运营、
审计部门监督权，风控部门对合同文本的内容及 1<署审查把关 I 运营

部对业务担保进行调查核实，反对放款必备文件手续进行审核，京

计部门对各类业务按季度进行审计，审计报告均披露审计发现的问题、

提出审计建议，连条与止务部门进行确认，督促相关部门整改革实 g

2018 年，公司根据转型发展和提升管理水平的需要，继续优化内部注

程，编制操作手册，落实提作细节。

4.5.3.4 其他风险营理

公司通过加强对主观经济及相关产业的研究，准确预测和把握国

家政策的变化趋势，将合规风险管理作为公司风险管理的基础。从完

善公司治理内控制度加强合规组织机构及配套机制建设、培育良

好合规 x1t 等方面，构建有鼓的合规风险管理机制.通过加强党的建

设、员工思想玫治方面教育，强化内控机制，严格业务~~程与监督制

衡，加大检查监督的频率和力度，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 a

2018 年度，公司大力推进合规经营，强化合规经营理念，加强合

规管理的全面性主动性，确保监管政策要求草地。针对 2018 年初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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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实施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 1 (假监发

[2018]4 号)文件要求，公司及时制定实施方束，对照要点梳理公司

存在约 l司题和隐患并制定整改举措，把整治乱象作为常态化重点工作，

将整治乱象转化为合规管理自觉行为@

按照审慎监管会谈要求，做好通道业务规模营控。制定存量业务

压缩规划，确定责任部门，指定专门人员对相关数据进行玩计，在业

务操作环节进行控制，确保公司迢迢业务规模、金融同业通道止务规

模、银 f吉通道业务规模落实压缩目标。

2018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 [2018] 106号) 1).公司通过适笔审

查存量业务是否带合资营新规的相关要求并制定时间表明确整改对

限，对存续业务细分问题类型，连笔与委托人/茸茸入协商，签署补

充协议或在迭告知函，积极寻找银行担任保管行笋，保证整改计为 l有
序推进。对于新增的信托止务，在业务提案审批时要求各要素均持合

资营新规的现宜，新增信托业务的合同文本土均增加符合资管新规的相

关系教。

4.6 净资本管理

2018 年末净资本 278，320. 10万元。各项风险资本主和 193.875.83

万元，其中固有业务风险资本 43.159.66 万元信托止务风险资本

150.716.17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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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告期未及土一年度末的比较式会计报表

5.1 自营资产

5.1.1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金又

审计报告

安永华羽 (2019) 审字第 61486442 AOl号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国际信托股 iIT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8年

12月31 日的资产负债表， 2018年度约利润表晓东权茸茸动表和现金

施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万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

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北方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 :11日的财务状捉以及 2018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汪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

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丁我们

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汪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

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

供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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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负责捏捏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 .并运用持

续经营假设，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约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眼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

重大错担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且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

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

错报存在时且能发现。错报可能固子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

错报单独或汇且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

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

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

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在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

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

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敦的重大错

报的风险.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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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j.ê:目的并

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 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

的合理性固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但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在
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岳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笠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

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

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汪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

披露，女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

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

情况可能导致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且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 ，并评价

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

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

陷。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E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团志勇

中国注册会计师杨永俊

四19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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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月刮目

编~J'萨位: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12-31

货币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盒'融资产

实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吹牵 I.~.
发放贷款和堡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多 l期投资
长期政仅役资

投资性房地喜

z定安产
无形资产

边廷所得税1资产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在交倪蓦

2赞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负债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经

殴本

资本公积

其他揉合吹盖

章余公积

般风险准备

馆托赔偿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旦旦旦1
24，265.41
20.911.53
4.244.75
87，6∞∞
138.161.4凶

且旦3
50烟4.41
931.59

6.198.84
1.240.51

」皇旦Z主
158，854.5鸣
"日uω

1旦旦旦
7，878.12

旦且 190
例，503，07

K贱 099.89

-10主旦旦
43，6、2.02
1.369.16

i 旦旦"
265，324.D4
1型型旦 Z
515，312.04

且旦旦旦
49.907.66
31，090.01
1，010.45

90.686.00
128，335.40
1，789.9η
5.124.52

且丘4
2.203.76
1.272.52

14，509.60
120.383.04
457，400.41

13，571.88
5.069.81
281.95

9.359.10
28，282.73

1∞.099，89

858.34
39.427.52

」旦旦旦
2仇766.49
255.305.93

旦旦旦旦
457，4川

'自位负责人包立杰

"

主管会、?工作负责人:王蕉点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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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利润表

利润衰

20四年度
锚，*，;单位北方国际情托股份有限公司 '座位g 人民币万元

项 自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钦入 62，551.29 60.021.72

衬息'叹入 22，256.23 11.063，86

利息收入 23.196.72 "ρ<)7 ，28

利息支出 940.49 33.42

手续费及佣金今收入 46.9ωμ 45，129.71

二￡续费及佣金收入 "刑制 4吨，35673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9884 227.02

投资收益 1.434.07 ‘5597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115.19 _1，863.73

汇兑搜益 。" 034

其他义务收入 75.0。 13247

一营业支出 7.477.8Y 20，126，84

业务及管理费 26.531.61 18，962，02

锐金及附加 -ó9634 78250

资产减。自损失 19.750.0Ií 38232

二营业利税 55.073.40 39，894，89

营业外吹入 459.26 14，409.33

1世业外交出 -419.27 叨 >J
四季 Ji信息额 55.1l33Y 54，206刷

所得税费用 一 13.168.40 11.778.87

五净利润 41.9侃" 42.427.81

，、其他综合收盈的税毛i:t 被 _11.328.82 827.59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11，328 ，82 827.59

权益坛下可转损擎的其他综合收益 -138 ∞ 13.61

r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_11，190，82 841.21

七综合收益总攻 30，616.16 43，2乡龟"

罐位负负人:包立杰

"

主管会+工作负责人王禀滨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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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权益变动表

2018~ 度

尊位人民币万元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般风险准备 "托赔偿噬备 未分配利润 胶东权益合计

'"'何等1月 l 曰余额 1∞酬阴 ~5834 39，427.52 6.659.50
2队 ''''ι'" 255.3的 .93 429，111.61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综合收益息额 "丑~.~2 ".叫 30，616.16

C;.) 利润分配

u是取盈命公积 4.194.50 4 ，194.S0

2 提取二缎风险准备 110.26 710.26

7 提取~，毛赔偿准备 2，09η.23 2β97.25

4 对股东的分配 24，924.8? 24，924.87

201S.iF-12月"臼余额 l∞阴 m .10.470.48 43.622.02 7，369.76 28.863.74 265，324，04 434，808，9η

啦位负负人包 t 杰

"

.管会计工作负负人王热反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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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资产

5.2.1 信托项目资产负倩汇且表

信任项目资产负债表

馆托资产 期末数 期韧数 借托负债均值投权 ，回来数 糊初数

益
?曹托资产 信托负镜

货币资金 190，452，55 S7，RJ9_2~ 交易性金融负债

纸.资金 O.∞ 。似) 衍生金融负债

。。附 。00 卖出旦购金融资

寄出保证金 产歇

交易位金喜地资产 3，900.432.61 4 予04，631.63 应付受托人报剧 1，612，06 3，161写"

衍生金融资产 。ρ 。 队∞ 应付托管. 955.85 2.7咱2.01

实入运售资产 213，412.54 355ρ42.45 应付受盖人收益 32，034.29 21，3l8.84

应收款项 250 到3m 278，239β9 应交 f!t费 4.892.79 。ρ。
发放贷款 11，301.124.97 12.076，367.70 应付 tr.售报务费
可供出售金融资 1，637，7啄2，51

1，570，942.23 奖他应付款项
孔 184.91

19，941.56
产

予夺萌至到期役资 4.150川1.39 7，880，653.28 放十负债

长，日应校教 12.200∞ 57，500ω 其他负债

』陪我段仅投资 2.192)91.41 2，434，770.41 信托负货合计 67，679锁) 47，130.76

投资性房地产 信托权益

团定资产 实收信任 23，429，905，01 28，705ω6.97

无形资严 资本公积 62，288.45 36.513.67

长期待摊费用 来分配利润 289，212，71 626，704.6:

.他资产

f富托权益合计 23，781舰 17 29，368，855，2Ç

信托资产总计 23，849启86，07 29，4[5 ，986，05 信托贺户色计 23.84θ，086.07 29.415，986，05

2018 年 12月 31 日

蝙制单位比方国际馆托股份有限公司

"

尊位:人民币万元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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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 信托项目利润及利润分配汇且表

僧托项目利润及利润分臣表

2018 年度
编制单位北方国际馆托股份有限公司单位 z 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年 土年

、普草收入 1，308，878，68 1，640，069.73
示.J，!且收入 934，534.57 I.l附 58.15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彼资收入 4~ ，963.48 509，153.99
英命:树根营企业知合营企业的技资枚

益 。∞ 。ω
公允价值变动技盈(损失以. "号模罗l 92，951.80 _55，9泌0.28

租赁收入 。ω 。∞
汇兑攒笙〈损失以. "寻摸列〉 。ω 。∞
其他收入 332.43 17.87

一营业支出 148.095.01 '"儿891.35
营业税金反附加 4.833.97 。ω
业务及管理费 143，261.04 165，897.35
资产减值损失 oω 0.00
"托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160，783.67 1.474.172.3，
加:其他综合收益 44 ，725.43 '.1怆8.'"

自综合收笙 1，116，058.24 1，475，941 写2
加二期初未分配信任利润 "口，104，26 687.221.60

五可供分重的信托利润 1，74日.162.50 2，163，162.92
减本期已分配倩拦利润 1，453，949.79 1，536，458，27

，、英民未来分配信托利润 去N，212，71 626.704，65

6 会计报表附在王

6.1 会计报表编制基准不符合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说明

6.1 ，1 会计报表不持合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事项

无.

6.1.2 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说明

无。

6.2 重要会计政置和会计估计说明

6.2.1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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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存在减值迹象的，本公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处尤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

计来未现金 ~'IT: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
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去额进行估计的，以

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唬走资产姐的可收回金额，资产姐的认定，

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边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短的现金

洗入为住据。

当资产或者资产咀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公司将其

账面价值减记王可收回去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茧，同时计提相

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敖和应收敌项或值

本公司有在现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单独进行成值观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

已发生活麦菌，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

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咀合中进行减值制

试或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或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项

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 ，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

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巳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不

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忌资产坦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发生减值时，将该金融资产的 1&面价值通过各抵项目减记王预计

未来现金 it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值。减记金额计
入当期损益。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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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凹，计入当

朔损盖.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城值，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回合尤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该转

出的累计损失，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不金

和已摊销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原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田，减值

之后发生的公允价值增加直接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磷认.对于已确认减

值损失约可供出苦债务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

观上与确认原戒值损失确认后发生钓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

予以转田，计入当朔损益。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以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将该金融

资产的账面价值，与按黑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

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 l司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朔损盖.发

生的减值损失一起确认，不再转回。

6.2.2 金融资产四分类的范围和标准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技吏易日进行会计确认和终止确认回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血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盖

约金融资产持有至要 '1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敖项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6.2.3 以公尤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尤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茸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

金融资产和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且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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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所有巳

实现和未实现的损盖均计入当期损益。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或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在初始确认时将某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仕尤价值 1十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主金融资产其他主金融

资产也不能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茸的金融资

产。

6.2.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方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指定为可供出苦的非衍生

金融资产，以及除土述金黯资产类别以外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匙

资产，在初始确 j! 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

额，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其祈价或造价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

摊销并确认为利尾收入至1费用 E 除减值损失在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的

汇兑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外，可供出茜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作为

其他综合收益确认，直到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或发生孩值时，其累计

和l得或损失转入当期损益。与可供出苦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和 l或利息收
入，计人当期损益。

对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元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

具投资，按成本计量。

6.2.5 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方法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

本公司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王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

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时公元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

金额;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摊销或减值

以及终止确认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士与计入当期损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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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

长期股权投资包括对子全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以初始投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本企司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权益法核算。共同控制，是指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

控制，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动必颈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致同意

后才能决策.重大影响，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

决荣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约

制定.

采用权益法时，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归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

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子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企尤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茧，同时调整长

期股权投资的戚本。

采用权益法时，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

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损益和

其他综合收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海损益的世额时，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

价值为基础，按照本公司约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并抵销与联营企业

且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内部主易损益按照应享有的比例计算归属于投

资方的部分(但内部交易损失属于资产减值损失的，应全额确认) ，

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但投出或出售的资产构成业

务的除外。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

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木公司确认被提货单位发

生的净亏损，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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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王军为限，本公司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

务的除外 e 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草、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

股东权益的其他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股东权益。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最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国处置终止采用权益法的，

原权益法核算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

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其他综合

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股东权益变动而确认的股东权益，全部转

入当翔 fE益，仍采用权益法的，原权益法核算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录

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并

按比例转入当期损茧，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

配山外的其他股东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服东权益，按相应的比例转入当

期损益 B

6.2.7 贷款和应收在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才旨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

可镜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告尤

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

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摊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损失均计入当

期损益。

6.2.8 投资性房地产核算方法

投资性房地严，是指为赚取祖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

的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物。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后

续支出，如果与该资产有关的任济利益 iR可能说入且其成本能够可 1草
地计量，则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成本。否则，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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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最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本公司将投

资性房地产的成本扣除预计净残值和罩计减植准备后在使用寿命内按

年 'R平均法计提折旧 B 投资性房地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及年

折旧率如下:

房屋及建筑物
土地使用权

革且主主

40-42 年
37 年

E立主且且主

"也

主且盟主

2.3-2.4 号也

2.7号、

6.2.9 固定资产计价和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根可绽流入本公司，且其成本

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才予以确认。与固定资产有关约后续支出，符合该

唬认条件的，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并终止确认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否则，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购置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

价款相关在费以及使该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

归属于该项资产的其他支出。固定资产的折 l日采用年眼平均法计提，

各类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及年折旧率如下

且且主主旦且主且且主主直且主

房屋及建筑物
办公及电子设备
运输设备

其他设备

20-44 年
3.' 年
5年
3 年

5号也
5%
5号也
5%

2.2%-4 们也

19.0%-31.7%
19.0%
31.7%

本公司至少子每年年度终丁，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

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调整.

6.2.10 元形资产计价及摊销政策

无形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起济利益很可能泣入本公司，且其成本

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才予以确认，并以成 ic进行初始计量.但非同一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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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下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公元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的，即

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无形资产按照其能为本性司带来远济利益的期限确定使用寿命，

无法预见其为本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作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

资产。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如下

直且主主

土地使用权 40年

本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丁，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

寿命及推销方法进行量核，必要时进行调整。

6.2 门长期待摊费用的摊悄政策

长期待摊费用是已是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

限在一年以上的各项费用，按预计受益期间;在用直线法分期平均分拔。

6.2.12 收入确认原则和方法

收入在经济利益很可能在入本公司、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并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于以确认。

6.2.12.1 利息收入

金融资产的利且收入实际利率法计算并计人当期损益。利息收入

包括折价或革价摊销，或生息资产的初始账面价值与到期日金额之间

的其他差异技实际和 l字法计算进行的摊销。
实际利率法是指按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实际和 l事计算其摊除成

本及利皂收入或利电支出的方法。实际利率是将金融工具在于其存续

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的未来现金沈量，折现为该金融工具当前账

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在计算实际利率肘，本企司会在考虑金烛工具

〈如提前还盐权等)的所有合同条款(但不会考虑未来信用报失)的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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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土预计未来现金边量。计算项目包括属于实际利率组成部分的订

约方之间所支付或收取的各项收费交易费用且道价或折价。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损失后，确认利息收入所使用的利率为计量将

值损失时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贴现时使用的利率.

6.2.12.2 手续费佣金及其他收入

手续费及倡金收入王要包括信托报酬及咨询颐问费，其中信托报

酬是根据信托合同规定的方法或标准确认应由信托项目承担的竞托人

报酬;咨询顾问费按照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条件，在提住劳务交易的

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时确认为收入，

6.2.13 所得柱的会计处理方法

所得税包括当期所得在和递延所得就.除由于企业合并产生的调

整商誉，或与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交易或者事羽相关的计入股东权益

外，均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于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情或资产按照

税法规定计算的预期应交纳或逗迁的所得拉金额计量.

本公司根据资产与负由于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

间的暂时性差异，以及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但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

定其计税基础的项目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产生的暂时性

差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计提递延所得税。

各种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均据以确认递廷所得在负债，除非

(j)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在以下交易中产生的:商誉的初始确认，

或者具有以下特征的吏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该交易不

是企业合并，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

额或可抵扣亏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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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与于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该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问能够控制并且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

见的未来根可能不会转回.

对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

抵减。本公司以但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抵扣亏损

和税敖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眠，镜认由此产笠的递廷所得在资

产，除非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在以下交易中产生的该交易不是企业

合并，并且吏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

提扣亏损。

(2) 对于与于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司时满足下叫条件的，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暂对性

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且未来很可能在得用未抵扣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的血纳幌所得额。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提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住据拉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主 E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

量，并反块资产负债表目预期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方式的所得在影响。

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

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

扭资产的利益，减记递延所得桂资产的账面价值.于资产负债表日，

本企司重新评估未确认的递廷所得就资产，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

税所得额可供所有或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转汩的限度内，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

6.3 或有事项说明

2018 年未公司发生对外担保 76，500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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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初担悻余额为军元，年末担保余额为 76 ，500 万元.无逾

期担保情且发生.在被担保单位来攫行偿债义务的情提下，公司将承

担相应债务。

6.4 重要资产转让及其出售的说明

无。

6.5 会计报表牛重要项目的明细资料

6.5.1 披露自营资产在营情况

6.5.1.1 自营信用风险资产情况

A在 6.5.1.1 .1事位万元

风险分类 正常类 关注类 次级类 可疑乡是 损失关 用风险资产 不变 不良率
合计 合计 〈‘〉

在初数 339，982.31 9、.512.7 14，D65.13 ..日段。 】，83。叫明， 529.1 6矶0340 12.1

期末数 404，5311.41 时 36.2 21.67队'1 3，(地，2.13 1，830.9 513.942.2 26，51i9.5 ‘1
汪不良资产合计=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

6.5.1.2 各项资产或值损失准各的期初、本期计提、本期转回本

期核销期末数

表 6.5.1.2 单位万元

期初数 本，院计提 吉尔，阴转回本期核销 期末数 i
贷款损大准备 31474102CCMM 1O5ω惆 C7K1 29，942

3;制可供出售金融资户减雏准备 22， 8，
待有至到黯投资政值才是备 u创，. 592.18 '，1刊杂'2.1
长期股权役资减。应准备

坏'位准备 707.28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英他减值准备 49.3
各项资产硕值损失准备合+ 蜕 108.6 10，191.95 29，942刷 31几358.5

6.5.1.3 按照投资品种分类，分别披露固有业务股票投资、基金投

资债券投资、股权投资等投资业务的期初款、期末数

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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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1.3 单位万元

自营股票 基金 债券 长衔段权投资 其他投资 合+
东初般 50.8 44，470.91 7，323.8 43，2恼'" 24，59U3 119，710，1

期末敛
31，072.95 2，986.9 43.26H 34，3陆 ;5 111，713.3

产

6.5.1.4 按投资入股金额排序，前五名的自营长期股权投资的企业

名称、占被投资企业权益的比例玉要经营活动及投资收益情花等

L

表 6.5.1.4

il:，投资损盐是稽传照主 :fr.#计准则规定;否声在E投资确认损盖并岳工磊吾耳 E百元q
袤的金额@

6.5.1.5 前五名的自营贷款的企止名称占贷款忌额的比例和王款

情况答(从大到小顺序排歹 '1)

占搜投资

企业仅盈 投资收益
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活动

的比例 〈万元)

(% )

快地.馆等产管理萌限公司 22例%排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297.89

长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65%基金幕'良基金销.资产管理等 882.35

财产损失险责任险信用候险和保证保

渤海财声保险股份何限公司 ι77";. 哇短 9较健康险如意外伤害险笋 无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长，回安敷

天拿津南村镇银行段份啊限 Z 司 6.67"1. 办理窗内结算寥 518.89

吸收存款绽放贷款办理结算司业拆

巴兰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青限公司 2.86%千曾办理票据吴敬兑和贴现等 无

表 6.5.1.5

企业名称 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主圣款情况
天津攥泰役资控股有限公司 3队.35% 未犁，倒

内蒙古天字值为重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9.87% 未到期

天津冶金集团中兴盛达钢 :fr.何限公司 "ω% 企期
亿 i在建议集团甸限公司 11.040/. 来到期

永4际红叫时控股集团何限公司 7.17% 来到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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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6 表外业务的期初敖期末数:按照代理业务担保止务和

其他类型表外业务分别披露

表 6.5.1.6 单位万元

袭外业务 期初数 期末数

担保业务 o 76，500

代理业务 。 。
其他 。 。
合计 。 76.500

注代理业 8年主要反映囚客观愿回应现范而尚未完成规范钓历史遗留 4寄托业务包括

委托贷款知委托投资.

6.5.1.7 公司当年的收入结构(母告司口径并表口在同时披露)

表 6.5.1.7

收入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二在纹"及佣金收入 "ρ99.68 73.42%

其中结托手续费岐入 46，946.33 73.18%
授等银行业各牧入 。∞%

示 j ，iI! 吹入 2、，196.72 36.16%
，毫龟业务收入 75.34 0.12%
其.计入筒子毛业务收入部分 。∞ o∞%

投资按益 1，434.07 2.24%
.中段权授资在交益 1，962，60 3.06%

证券授资岐益 780，80 1.22%
其他役资收益 252.27 0.39%

公允价笠变动收至 .8，115，19 12.65%
营业外收入 459.26 0.720/0
收入合汀 64.149.88 l∞棚、
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利'恩吹入，吃食立业务仅入投资仅益董业~收入均应为损盖

在中的轩目其中手续费反佣金收入利略收入营业外收入为未报码"相应变出的金午累

计实税收入数.

其他收入中 75. 06 万元是房租收入.

6.5.2 披露信托财产管理情 J兄

6.5.2.1 信托资产的期初数、期末数

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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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2.1 单位;万元

结托资产 第巨切数 ，回来数

集合 5，981.950，8~ 5，76轨 120.62
月院 18.541.330.33 16，酬 .375.93
财严仅 4，892.704 盯 2β82.589.52
合十 29，415叨6.05 2阴阳 7

6.5.2.1.1 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的信托资产期初数、期末数。分证

券投资股权投资、黯资、事务管理主分别披露
表 6.5.2.1.1 单位;万元

主司管理型
信托资产 '目切数 期，数

证券投资类

吸权投资类 ''"则"5 2 酬"

融资类 214，7η'9.80 lρ97 ，761.22

事务管理关 。ρ。 0.00

合+ 216.379.95 "，∞，361.36

6.5.2.1.2 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的信托资产期初数、期末数。分证

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事务管理类分别披露

袭。5.2.1.2 单位万元

攒动管理型

信托资产
，明初敛 期来数

证券投资类 3.496.8&6，29

般权投资类 377，6州5.53

融资类 1.273，61913

事务管理类 24，051，435.15 22.74寓 724.71

合计 29，1川'" 22，748.724.71

6.5.2.2 本年度巳清算结束的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拿

6.5.2.2.1 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集合菜单一类资金信托项目和财

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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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2.2.1 单位万元

已漓'配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结但合计金 2展 加权平生句实际年化收益率

集合类 " 1，802.273.10 7.457奶也

且院一笑 ''''' 12.1'>42，431，25 7.4676%

财产管理失 25 3∞1，749.78 4，3355%
汪收益率是指信托项目清算后始至取纳实际收益王平二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

蕴 jl ~(岔子E项目 1的实际象化收益丰×僧托攻目 l 的实收信任+官耗项目 2 的实际.化收益牵

×惜花攻目 2 的实收信托+信托项目 n的实际年化收经率×借托攻目 n的实收信任) f (借托

攻目 1 的实收馆托 .11富托项目 2 的实收信托争结托项目 n纳实收结托) x 100%

6.5.2.2.2 本年度巳清算结束的主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

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盖率。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

资、事务管理类分别计算并披露

表 6.5.2.2.2 ;.单位万元

已清算结，随信 项目个数 实妓借托合计金额 加仅平均实际兔 加权孚均实际年化收

托项目 化信托痕酬事 盖率

证养投资笑

吸权投资关
3，540ω 2.4388巧马 10，0851%

融资类 2 18，182阅 "叫 8.1742沪/也

事务管理失

泛加权平均实际年化借托报酬拿.(信托项， ，的实际 1年E7EE 报酬率 X信托项目 i 豹

实收信任�信托项目 2 的实际年化馆托报酬 4'x 信托攻吕 2 的实叹信托 φ 馆住项目 n 的实际

年化信托将做事×岔托项目 n 的实枚馆托) f (惜花项目 1 的实收信托+岔把项目 2 的实吹借托

+笛托项 g 口的实收借托) x IüO%

6.5.2.2.3 本年度巳清算结束的被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

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筝，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

资事务管理类分别计算并披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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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丧 6.5.2.2.3 单位万元

巴滴算结束倩 项目个数 实收结于毛合计金，现和仅平均实邦午 加权平士与实F 年化收

托项目 化信托报酌孝 盖率

证，事技资关

咬机投资关

融资关

事务管理失 '" 17，424，732.13 0.17创% 6.924州

6.5.2.3 本年度新增的集合荣、单类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敖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表 6.5.2.3 单位万元

'听增.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馆托合计金额

'在合类 " 760，670.4陆
掌 类 9哥 3.57咽2日6

财产管理失 3 '"阳∞
新增合十 ，4] 4，557，301.64
'电中主动管理型 36 57吼 177.16

被胡管理型 '" 3.97川24.48
注本主 F新精信任攻目于首在.报告年哽内累计，否槽的，托项目个欲和金，吃包含卒年吱

将增并导本年度内绍来的项目句本华度新增至报告剿灭仍在持续管理的信托 J;Jj日，

6.5.2.4 本公司理行受托人义务情花旦国本公司自身责任而导致

的信托资产损失惰坦(合计金额原因等)

无 B

6.5.2.5 信托赔偿准备金提取使用和管理情况

本年按净利润的 5% 提取信托赔偿金 2，097.26 万元，至报告期末

已累计提取信托赔偿金 28 ，863.74 万元。信托要吉偿金单独管理，截至

报告期末，未出现这团公司自身责任导致信托资产损失的情况，信托

赔偿金未曾使用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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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关联方关革及其交易的披露

6.6.1 关联交易方的数量、关联吏易的总金额及关联交易约定价政

策等

表 6.6.1
关联交易方数量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定价政策

合计 s '"刷∞ 市场定价

注"英联交易"定义应以《公司法，和 (1:::J.lt-it 准则'在36 号关联方毅露》有失

规定为准

6.6.2 关联吏易方与本公司的关系性质、关联交易方的名称、法定

代表人、注册地址、注册资本及主营业务等

袭。6.2

关季位 举联方，
法定

己主.资本
代表 注费蚊2且 之营业务

喷 4牢
人

〈万元〉

树'缸损失保险责任保险馆眨保险和僚、 ι保险短

'世海财产 矢，市河 2月区�邮址 '咱刷肘'- ;，t; 0(附土述生
到控 务:日 iHt. i! Ji jr.i'f阴柑资金刊业务:时
便人

保险股份 注=伊 司自.，捕..萨达大 '"'刷 监会批准的"也业务〈以立经营范围结及行业户可的
..公司 贾 7楚辞可证件在街敬期限内经营"家有啻项'营规

寞的按现定办理〉

反.牵~
中国'"川》自自国贸

公司破 5路试验区成.市高 费税'开费~ rí.\Il蟹和但赁问产 tH. 沓叫务。
寿的关

.代隽地 场管 '听Z天府又追书也段 10.0∞ 〈依浩须经位准的项目经相关缸，;缸难后方 r开展
联企业

户开度有 '曹 "汗.'盼悉达.代中 经营活动}
限公，

泣 l 老，..元'"厘
组建且'汇

泉州市参江区万幡
，地产开模与辆自物业管理及组赁富"建筑裳儒

如]但 房地参开 于态
。岛7可豪1f.'!.A喧二 .i~.2扫 Z 誓:自林绿化工辙;销售越级斗英怖咛蝇《文含龟

制人 '定有限公 1导 险化学口) � (iicä须经 It::;tl'i~ 目 ~jIi'1. 部门批
司

候
叫'后方叮开展经营活动)

?爱月虫子
'达2营利

号到
4也拿市西相配E 金融 "金，集 2. .金销售 3 资 a 管理 4 中Z

公司
基金管，

噜
大街 7号英..际 lH.Oω 证监会许可的英但业务，依法须经批判脏的项目经

有限公司 金融 '1'.i.•-;面侵古屋 时'因门川剧峭的时.经营活确〉

公司破 天津菌感
天津市西'市经济开 会展服务基础设施缝设;以自有，金对唱'炮"业技

东的关 会.有限 主泛
发区布停萃'所兴产业 273.372 资产"丘，仓储房屋但赁代收永'寄电费

联企业 公司 园，总九纬""号 组气"时.. ，阳榈树的领目刷刷 p

01 f: 609窒 「才卦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重点对金融业及 E 民经济其但行业维行役资更重段:监
4督管哩控股投资企业的各种 z 内国际业务役费

公.殴
天组'响4民

天库经济钗术开发
管理及徊关咨情报 h 进行会幽际合产"的设才使

东的关
且自际在全 卢志

区.~街 9号通，. 1阳""边，民构问协同椎动金融综合经营对盒融机钳的园'

联企生
段"‘白〉 永

大翼金触广场"层
介报-!，金画皮相关行业牛算机管理网络暴镜的读

有限公司 吓'建设管理罐护咨地服务技术服务:资产
安托管理. ，依法须经使准的项目役'冒关部门.'也
后方T开展经营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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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街资金对罢'筑业房地，" .ot. '"蚁，化学 μ蟠
制业阳军，二 k 交 H 输创业喝旦为主户

公司的
天�.Ud左

夫且'开度区'事三大
和供应业"封建告公共 ';:1也管型是笠审布餐饮业

吸东
l1:':'f有黑 胡军

徙'"号
147.5.;1 和学研究种技术'显得业敏'业文化体胃和现乐

公， 主事 π业技资;资产经营管理〈金.资产捺外〉役
费咨询凰务亩'可房是在赁及管理'我务 4依法须经
"的项目级时'串门树后方可"经营活动)
工立~;，房地产生的 ft JC.'!- ，.;'f :t 与销售经
曾与管理及科技开身安警甜业舟化"何维夜'民厦醉品

公画'是 天津拿主大
包 4民仲的制造却销售白宫.代理"是商 5号及技术的

房大 天津市开发 Z慧三 虽是:北口业务(Ii t: 'l\定公司F经营，良祭止进出口的币，品
萃的关 集E啕喂

海 久衡刊号
m删

及技术房外， ，对集钳堤，但拜，叹吴建设进行投资;白'可
'展企业 公割

码 1墨仨赁皮管理;严权交易代理申份凰碍。(依法须
tHi::'售的贺自俊树关部 r:!It;f1岳方可开刷刷
动〉
以自有资金 .;~it 内基础是，队开别是建设金敬保险
"养业 9号范户，交通 z愉业电为燃气或 i气

天，号~i左
灵尔的生，孟.候正业勇军筑业仓错业，但移业，

公证殴 张'随 天津经济枚术开发 饮业旅馆>峡非"务止广告程 1在IfH-J量的投
理

投资金应 2区 "隆达iI'句号 1201 i ∞7阳 资可阜新搜走开，吃咨~;. ~阻务蜻 E二房屋恒赁
，限公司

益础设施建设土组开度整理汽车但 1走走备组赁
(T含险责但 1在〉飞依法须经抱在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有也准忘方，开展经营活切〉

公司暇 天二'星'斗
'三文

天津市津南区八重 '哥地产齐，度物业管理自有房里租赁理暗管理;

，争的关 置也可何限 合工业回去 穗ì.(J各 6 川叫 广，设计蚓估"楚'歧'审 L依法须经写k准S俞正在
眼企业 公司 � 号A区 2侃室 自经 t.l "t 门性后方忏剧!';! iI; )

9号主拿星天 房地产.绞畴'中介.务代理销售'哥品房;企业
公 z盼 天津市撑‘文八豆 管理咨询"务自'可房哩'且费 4阵惊装修工穰设 r
东的美

房地产开 刘华
百Z华园区建设.. 3 酬 施工建筑烦材料袋牛'苔，多忖科技攻罐苯信〈做

就企业
安布限公 ，才

号 ^~207 主 法规经 ~IA[~攻目 M 刊门 It:it" 方可刊时
，

活动〉

6.6.3 连笔披露'"公司与关联方的重大交易事项

6.6.3.1 国有财产与关联方贷敖、投资、租赁担保、应收帐敖、

担保、其他方式答期初汇足数本期借方和贷万发生额王居数期末

汇总数

表 6.6.3.1 单位万元

固有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期初数 惜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数

贷款 。 。 。
投资 11.000.0。 。 Il ，OOOω

租赁 。 。 。
担保 o 。 。
应收账. 。 。 。
其他 。
合计 11ρ00ω 。l 11βω 战}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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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营资产与关联方重大关联主易具体情况:

无。

6.6.3.2 信托资产与关联方贷款、投资租赁、应收账款担保、

其他万式等期初汇单数、本期发生额汇忌数期末王总敛。

表 66 口单位 1 万元

倩托与关联方关联"易

M韧敛 .万发生额 贷方没生旅 期末数

贷款 553，440.00 '"酬∞ 359.2创i∞ ω口ωρ 。
投资 15，OR。∞ 。ω 4，ORO∞ 1l.0∞m

但赁 。" 。∞ 队∞ 。∞
担保 000 。ω 队佣 。∞
应收帐款 。∞ 。ω 000 。∞
其他

队ω 。例 0.00 o∞
合"

568，52队ω 411，6仰" Jó飞，320∞ 616，8ωρ 。

信托资产与关联方重大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无。

6.6.3.3 信托公司自有资金运用于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田信交

易〉、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项目之间的相互(信信交易)史易金额，

包括余额和本报告年度的发生额

6.6.3.3.1 固有与信托财产之间的吏易金额期初汇 JZ数、 zc期发生

额汇单数期末汇 1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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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3.2 信托资产与信托财产之闯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末期

发生额汇单数期末汇， t数
表 6.ι3.3.2 l拉住万元

信托资产与信托财产棺互交易

期初极 λ萨斯封建生额 期末数

t-i-;-川 128，258.00 9队β∞∞ 30，25!i∞
注以王哥哥 !f.'t~百τ丰吾王军百面否王丽'%8已管理的另个信托项目的受益叹或

信任项下资产均应纳入统计披露范围.

6.6.4 连笔披露关联方逾期未偿还本公司资金的详细情且以及本

公司为关联方担保发生或即将发生垫敦的详细情巩

无。

6.7 会计制度的技茸

固有业务(自营业务)信托业务执行会计制度的名称及颁布的

年份@

本企司自营业务遵循 2014 年度颇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刮》、《企

业会计准则一一应用指南》以及财玫部班有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

题专家工作组意见》及财政部颁布的其他规章制度回信托业务执行

201'1 年度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

7 财务情况说明书

7.1 利润实现和分配情况〈母公司口径和并表口径同时披露)

7.1.1 母公司口在

2018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41，944.99 万元，按净利润的 10%提取盈

余也积金 4.194.5 万元、按 5%提取信托赔偿准备金 2，097，25 万元，

本年应计提一般风险准备金 710.26 万元，进行上述分配后，留存净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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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34，942.9E 万元。年初来分配利润 255，305.93 万元， 2018 年向股

东分红 24，924.87 万元. 2018 年未可供分配利润是 265，324.04 万元.

7.2 主要财务指标

7.2.1 母公司口径

表 7.2.1

l 指栋名称 1 稽标"‘) I
1 资本利润率 l 吼71% I
l 加权.化馆托报驴'* I 0，1786% I
1 人均命利润(万元) I 176，61 I

注:资本利润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平传 ;X 1阴龟

~权年化馆托报副司~" (信托项目 1的实际年化馆托报刚事×信托项目 1的实快节托+信

托项目 2 纳实际午化信任报酬 -'fX1'在托项目 2 的实收信托+信托项目 n的实际午化信授予恨刷

率 X信托攻目 n的实钦 ttlEl /(信托项，，的实收筒托 φ僧托项目 2 的实收信托 φf 吉托项目

n的实仪馆托) X l(刷

人均净利润=争利润/年平均人数

平约值采尊年初午末伞，随宵.平均法

公式为，a(平均)"(年切敛。年末数)n

7.3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无。

8. 特别事项揭示
8.1 前五名股东报告翔内变动情况且原因

2018 年 11 月 27 日，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

局《天津盟保监局筹备组关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性司变更股权的

批复(津盟保监筹 [2018]172 号 1 >> .津联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公

司 112，227，970 股股份天津市财政局将所持有公司 62.419.161 股股

份、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公司 41，808，064 股股

份、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公司 28，937，830 股股份、天津

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法院裁定给奖的原天津轮船实业发展集团股

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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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 9，206 ，273 股股份转让给天津渤海又化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20 日，公司在天津市滨海事íl8: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

变更股权后股亥信息的工湾各案，并按照《天津银保革局筹备组关于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合司变更股权的批复(津咀保监筹 [2018]172

号)11 要求，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报告。

截至情皂披露日的报告翔内，公司前五名股东变动情况如下所示

报告期初 报告簸末

胶东'脏位名称 扑般比例 股东单位名休 持股比例

1 天拿悉达投资控段有限公司 32，33% 1 天净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2.33'>也

2 立H" 集团何限公司 1121% 2 天'渤海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5.43%

3 天津市财政局 6.23仍也 3 天津拿达段份有限公 F 5.43%

4 天津拿达思份寄限公司 5.43刊也 4 天坦萨市宁凌黑因有限公司 4.75%

5 天津市宁发集团有限公 f 4.75% 天津感达?节目且呵限公吉' 4.32%

5 天津泰达水业句限公 r 4.32%

天津泰 it~，为啕限公司 4.32%

8.2 董事监事及高绞管理人员变动情况且原因

根据公司 2018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五次临

时会议决议，免去王建东北方国际信托股计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推

举朱文芳代为接行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代为履职

的时 l司不超过 6 个月@

根据公司凹 16 年 1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聘任圭树良担任公司居经济师，任职资格坦《天章程

保监局筹备组关于金树良任职资格的批复(津银保监筹 [2018J 189

号) 11 核准，金树良目核准之目起覆行相应职责。

根据公司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次

临时会议决议，聘任董刚担任公司居经理助理，任职资格在《天津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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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局筹备组关子董刚任职资格的批复(拿瑕保监筹 [2018]220 号)))

核准.董刚自核准之日起履行相应职责，

根据公司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聘任刘德发担任公司层经理助理，任职资格坚《天津

氓保监局筹备组关于刘德发任职资格的批复〈津咀保监筹 [2018)222

号)1核准，刘德发自核准之日起履行相应职责。

根据公司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聘任张又栋担任公司运营居监，任职资格经《天津银

保监局筹备组关子张立栋任职资格的批复(津姐保监筹 [2018]219

号)))核准，张文栋自核准之日起履行相应职责。

8.3 变更注酣资本、变更注册地或公司名称、公司分立合并事项

敌至信皂披露日，公司无注册资本、汪册地公司名称变更旦分

立合并事项。

8.4 1县司重大诉讼事项

截至信患挂露目，智造中国 4.41 亿元不良贷款已全部收回 a 公司

不存在重大诉讼事项。

8.5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处罚的情况

2018 年 7 月，中国人民提行天津分行对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

书，对公司作出罚款 5万元的行政处罚.

截至信息挂露目，监管部门没有发生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进行处罚的情况。

8.6 银保监会及其近出机构对公司检查后的整改情况

截至信皂披草日的报告期内，中国程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

监管局对公司落实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情况和房地产业务进行了

专项现场检查，并提出监管意见及建议.公司高度重视，认真制定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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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整改措施，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逐一安排落实，并将有关落实情

且上报丁银保监局，公司将切实贯彻落实监管意见，牢固树立合规经

营意识，加强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积极创新业务模式.不断提升核

心竞争力，努力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8.7 本年度重大事项临时报告的简要内容披露时间、所披露的

媒体及其版面

2018 年 4 月 9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日 OS:i版就朱文芳代为 F丑行公
司董事长职务事项进行了重大事项临时披露。

2018 年 12月 10 目，公司在证券时报 B037 版就公司修改章程事
项进行了重大事项临时披露。

2019 年 l月 9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 ßOOl 版就变更 2018 年度年审
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重大事项临时披露 B

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 8011版就公司修改章程事项
进行了重大事项临时披露。

8.8 其他重大需披露信息
2018 年 4 月 8 日，公司精贵扩股项目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正式挂

牌。

2019 年 2 月 20 日公司完成固有股权整合工作，股东单位数量
自27 家变更为 21家。

8.9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一)法律责任

(1) 坚持将合规经营放在首位

公司将确保固家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作为内

部控制最主要的目标，平断加盟合规管理，规范军营。公司建立了完

备合规管理组织架构，各级机构负有明确的合规职责，具有也立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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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管理部门，有符合专业素质要求的合现管理人员，制定 T 能确惺

合规工作正常开展的管理制度和操作 ~'t程，并能有鼓执行。公司积极
倡导和培育良好的合规文化和价值理念，提升"全员合规意识"和"全

混在风险控制意识"。完善羽目立项会和预审会制度，力求对合规风

险进行准确识别、揭示，强化审计稽核部的项目事中监测职能，形成

业务风险控制的完整闭环，进一步提升公司约风险控制能力 a

(2) 诚信经营自觉 F丑行纳在义务

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国家若现在济政策，发挥信托制度优势，聚集

社会资本，通过多种方式为实体经济提供针对性强附加值高的金勉

服务。公司积极支持国家财政就收和地方经济建设，并自觉覆行纳税

义务，依法足额缴纳各类在费。 2018年，公司累计缴纳各项税费 4.41

记元，为增加国家和地方财攻收入，但进士也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

出积极贡献.

(二)是济责任

公司积极培育和宣传优良的消费者权益又化，教育引导客户加深

信托产品和服务的认知，为行业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客户基础。年内

完成远离非法集资、防 t[ 电信诈骗、金融知识进万家、北方信托芷海

战略"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王题宣传活动，加强反洗桂、反恐怖融资、

反逃税且警惕非法集贵等主题宣传，深入社区宣讲《信托法>> ，通过

一系到活动提升金融消费者的辨识能力和投资信心。进一步充实消费

者权益保护专线客服队伍，进一步也化专线客服的投诉受理，保证消

费者投诉建议渠道畅通，营造了良好的消费者保护氧围; 2018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6.26 亿元，实现净利润 4. 19亿元，公司管理产品全

部安全兑付，全年为委托人创造收益 111.61 亿元。

(三〉公益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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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委 irK 3名骨干员工驻村工作，

扎实推进新一轮结对帮扶重在工作，公司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多攻深入

武湾区王庆培镇蔡家地村、四合庄村进行实地调研，走访慰问困难群

众.全年向帮扶村里计拨付 295.34 万元，并拨付 8 万余元资金协调帮

扶村所属镇党委做好帮扶村党支部力公用房建设，把推进帮扶村基层

党的建设发展集体经济完善基础设施篓重点工作落实到位。同时，

公司还提付 100万元专门用于和田地区对口支捶工作，体现了固有企

业的责任和担当。

(四〉人本责任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会，成就员工.是对标公司故略，

推进实施人才招聘工程.公司借助混改东风，超前谋划，进行人才布

局二是构建培训体泵，推进实施培训发展工程。年内对精员工结训

进行全新设计，通过文化宣导、业务培训、团队建设相结合的方式，

使新员工耳快融入公司，与公司整体战略和企业文化步调一致三是

差异考核政策，推进实施绩效 itit工程.根据不同条线、部门的职能

特点，制定了具有针对性差异化约考核政策，激励约束并举，精准

激励靶问约束，并追过精准考核，打通员工发展路程和通道，形成

员工间比能力、讲贡献的良性竞争格局，激发了员工的内在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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