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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兆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基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

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d.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1.4 天键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方素瑾 

电话：0571-61107002 

传真：0571-61107009 

电子邮箱：fsj688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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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横潭路 28 号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60,178,056.10 55,013,467.28 9.39% 

毛利率% - -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53,907.56 36,736,249.69 9.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9,736,403.99 36,273,099.23 9.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0.35% 10.2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0.25% 10.16% - 

基本每股收益 0.13 0.12 9.30% 

注：由于本公司属于小额贷款公司，毛利率指标不适用。 

 

2、 普通股股本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58,062,500 83.25% -4,037,500 254,025,000 84.6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 - - - - 

      董事、监事、高管 9,362,500 3.02% 5,362,500 14,725,000 4.91%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有限售股份总数 51,937,500 16.75% -5,962,500 45,975,000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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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股

份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 - - - - 

      董事、监事、高管 51,937,500 16.75% -5,962,500 45,975,000 15.32%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310,000,000 - -10,000,000 3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5 

 

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浙江华兴集

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 90,000,000 30.00% - 90,000,000 

2 娄锦女 34,990,000 - 34,990,000 11.66% - 34,990,000 

3 

杭州兴发传

输设备有限

公司 

30,000,000 - 30,000,000 10.00% - 30,000,000 

4 李中选 30,000,000 -600,000 29,400,000 9.80% 22,500,000 6,900,000 

5 董清 22,500,000 - 22,500,000 7.50% 16,875,000 5,625,000 

6 

临安市天风

商业有限公

司 

15,000,000 - 15,000,000 5.00% - 15,000,000 

7 
杭州都美控

股有限公司 
15,000,000 - 15,000,000 5.00% - 15,000,000 

8 赵亚洲 7,500,000 1,000 7,501,000 2.50% - 7,501,000 

9 董江伟 7,500,000 -2,500,000 5,000,000 1.67% - 5,000,000 

10 汪亚萍 4,950,000 - 4,950,000 1.65% 3,712,500 1,237,500 

合计 267,440,000 -13,099,000 254,341,000 84.78% 43,087,500 211,2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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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娄锦女女士为公司董事长陈方华配偶，同时，陈方华夫

妇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华兴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除上述关系外，公司股东不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商业模式 

公司是以资金作为主要产品的类金融企业。公司主营业务是面向“三农”

及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群体发放小额贷款及提供相关咨询与服务，同时

也拥有金融办批准的融资性担保、一定比例的权益类投资、资产证券化、发行

债券等金融产品。公司秉承“工作严谨、快速高效、诚信共赢”的经营理念，

立足服务“三农”主阵地，坚持“小额、分散、流动”的经营原则，外树形象，

内控管理，积极拓展“三农”和“小微”企业两个信贷市场，以小额、分散为

原则，以灵活、快捷的差异化服务，为客户提供有别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

服务，填补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空白区域，起到了金融服务的有益补充。 

公司拥有一套健全的法人治理机制和规范、有效、科学的内部运行制度，

严格按照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建章立制，使公司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完善，各部门权责明晰，协调配合，有效达到不同部门、不同利益主

体之间的制衡，最大限度地保障总经理负责制实行。公司经营管理层严格执行

“三会一层”制度，得到股东和董事的充分信任。 

公司有一支严格高要求的经营管理团队，下设综合部、信贷业务部（业务

一部和业务二部）、风险控制管理部、财务部四个职能部门及信贷审查委员会

一个贷款决策机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业务人员都来自于当地金融机构，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7-006 

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及社会资源，所有业务人员均取得银行业从业资格。 

报告期内和报告期后至报告披露日，公司商业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一年来，在省金融办的直接领导下，在临安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心

支持下，秉承立足“三农”的优良传统，不断创新和完善发展思路，坚持以拓

展引导发展的经营理念、以规矩引申规范的管理理念、以合作引领合力的团队

理念，围绕稳健发展主题，抢抓改革契机，加快创新步伐，实现了经营业绩和

管理水平的全面进步。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公司贷款余额 345,281,774.43 元；2016 年度，公

司贷款利息收入 57,502,304.91 元，占营业收入的 95.55%，比去年增加 

5,129,885.60 元，增长 9.80%；实现净利润  40,153,907.56 元，比去年增加  

3,417,657.87 元，增长 9.30%；上交各项税费 1,646.80 万元，净资产收益率

10.35 %。年末不良贷款 20 笔，涉及贷款金额 10,112,274.43 元，占比 2.93%，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672,636.00 元。年末贷款呆账准备金余额 8,324,088.73 

元，一般风险准备金 14,374,905.07 元，风险拨备率 224.47%。小额贷款及涉

农贷款金额占 94.23%，小额贷款及涉农贷款笔数占比 99.3%。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

生变化。 

2、 公司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需更正或追溯重述的情况。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7-006 

3、 天健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临安市兆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