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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 Bohai Huijin Securities Asset Management CO.,LTD 

公司法定代表人 徐海军 

公司总经理 麻众志 

（二）公司注册资本和净资本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注册资本 1,100,000,000.00 

净资本 2,573,560,120.12 

 （三）公司各单项业务资格 

1、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公司业务范围为：证券资产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2、主要业务资格 

编号 业务资质 获取时间 批准部门 

1 受托投资管理业务 2002 年 6 月 中国证监会 

2 定向资产管理业务 2010 年 5 月 天津证监局 

3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2014 年 11 月 中国证监会 

除上述资格外，渤海汇金还具备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资格、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会员资格、深圳证券业协会会员资格、深交所会员资格等。 

（四）公司地址 

公司注册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

（518054） 

公司办公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

深港基金小镇对冲基金中心 506。（518054） 

国际互联网网址 www.bhhjamc.com 

电子信箱 bhhjzg12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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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董事会秘书  

姓名 赵猛 

联系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8号 

联系电话 022-28453215 

传真 022-23861651 

电子信箱 zhaom@bhzq.com 

 

二、公司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亿元） 持股比例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11 100% 

 

三、公司历史沿革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前身——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总

部，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2015 年，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渤海证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渤海证券出资 2

亿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

务，并将拟设立公司注册于深圳前海。 

2016 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

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 号），核准渤海证券设立渤海汇

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于 5月正式注册成立。 

2016 年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增资，2017 年 1 月，变更后注册资本金

增加至 8 亿元。 

2018 年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增资，2018 年 6 月，变更后注册资

本金增加至 1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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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组织机构 

（一）公司组织架构图 

 

 

（二）分公司情况 

序号 分公司简称 地址 负责人 电话 

1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甲

143 号凯旋大厦 A座二层 
赵猛 

022-

28453215 

2 天津分公司 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8号 何翔 
022-

28451808 

3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城区外滩金融中

心 N1 楼 8 层 
盛况 

021-

53825066 

注：①2020 年 4月 20 日，上海分公司负责人变更为盛况。 

②2020 年 5月 7日，天津分公司负责人变更为何翔。 

③上述分公司均未正式开展业务。 

（三）证券营业部数量和分布情况等 

公司目前暂无证券营业部。 

五、公司员工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职员工 143 人,平均年龄 35 岁。按业务、

学历和专业情况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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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资产质量、流动性情况、负债情况以及重要投融资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152,926.92 万元，其中金融资产

129,188.67 万元（主要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总资产 84.48%，货币资金及结算

备付金、存出保证金 9,776.83 万元，占总资产 6.39%，货币资金和金融资产总占

比达 90.87%，资产流动性良好。应收款项 1,787.98 万元，占比 1.17%。剩余资产

为固定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等其他资产。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负债总额 34,033.73 万元。组成为：交易性金

融负债 24,246.70 万元，应付职工薪酬 4,092.02 万元，应付款项 3,420.39 万元，

以及应交税费、应付利息等。 

公司无重要融资活动。 

七、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严峻考验，公

司业务稳步增长，基本形成了公募、集合、专项、定向等齐全的资管产品体系，截

止 2020 年底，受托资产管理业务规模 1074.93 亿元。其中，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受

托规模 56.59 亿元，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受托规模为 767.76 亿元，专项资产管理业

务受托规模 137.35 亿元，公募基金受托规模 113.23 亿元。根据证监会 2020 年 12

序号 类别 细分类别 
员工人数

（人） 
所占比例 

1 业务构成 

产品设计人员 5 3.50% 

公募业务人员 9 6.29% 

私募业务人员 18 12.59% 

资产证券化业务人员 26 18.18% 

市场业务人员 17 11.89% 

研究人员 12 8.39% 

风控合规稽核人员 17 11.89% 

综合管理人员 39 27.27% 

2 学历构成 

博士研究生 7 4.9% 

硕士研究生 87 60.84% 

本科 49 34.26% 

3 专业构成 

金融、经济、管理、财会 113 79.02% 

计算机 6 4.2% 

法律 9 6.29% 

其他 15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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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数据统计，资产管理业务-合规受托资金排名第 25 名，相对 2019 年的排名上

升 3名。 

在 2020 年的券商分类监管年度评级中，公司与母公司渤海证券合并评价，获

得 A类 A 级。“渤海汇金建盈 1号”荣获“二年期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大

奖。在国内各类资产证券化奖项评选中，获得“2020 中国区资产证券化融资团队

君鼎奖”、中国资产证券化行业“年度创新机构奖”、企业资产证券化“年度十佳

交易奖”、企业资产证券化“年度优秀交易奖”、“2020 不动产证券化‘前沿奖’

之年度杰出计划管理人&承销商”、“2020 不动产证券化“前沿奖”之年度杰出 REITs

奖”诸多奖项。 

八、主营业务情况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公募基金 
集合资产 

管理业务 

定向资产 

管理业务 

专项资产 

管理业务 
公募基金 

集合资产 

管理业务 

定向资产 

管理业务 

专项资产 

管理业务 

年末产品数

量 
6 25 78 12 5 20 99 12 

年末客户数

量 
3168 2376 78 101 3319 942 99 96 

年末受托资

金（万元） 
1,132,301.30 565,877.68 7,677,582.43 1,373,502.84 

                    

16,241.61 

 

345,695.93 

              

10,892,321.44  

 

                  

1,406,463.46  

 

资产管理业务

净收入（万

元） 

696.90 1,401.33 4,195.10 558.12 113.80 2,872.35 5,631.25 3,672.88 

 

2020 年，渤海汇金积极向主动管理转型，通道类规模缩减 30.23%，主动管理

占比从 16.44%提升至 31.18%。全年公募业务规模排名提升幅度在全市场基金公司

中排名第一，管理的主要公募基金产品业绩在同类基金中排在前 50%。 

2021 年，公司将继续通过主动管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持续做好服务并不断创

造价值，同时继续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在合规、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更加深入

的进行市场分析、把握市场机会，更好地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长期利益。 

九、公司董事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结论和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重要缺陷的认定情况，公司于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及重要缺陷。董事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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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

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对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重要缺陷的认定情况，公司于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及重要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公司未发生影

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情况。 

（二）报告期内注册会计师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意见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与财务

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21）第 E00197 号）。注册会计师认

为“渤海汇金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参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证券公

司内部控制指引》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表内部控制”。  

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薪酬管理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管薪酬决策程序及确定依据 

公司外部董事、监事不在公司领取津贴或其他报酬，公司内部董事不领取董

事津贴，由于同时兼任公司高管，其报酬根据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管理的相关制度执

行。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实际支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总人数

（人） 

在公司领取报酬（津

贴）人数（人） 

报告期内从公司获得的

税前报酬总额（元） 

董事 5 0 0 

内部董事（兼高管） 2 0 0 

股东董事 3 0 0 

监事 1 0 0 

高管 8 5 5,262,232.65 

注: 1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长、股东单位派驻董事及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公司领取薪酬。 

注：2公司内部董事不领取董事津贴，由于同时兼任公司高管，其报酬根据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管理的相关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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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任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领取的报酬合计： 

报告期末，公司高管人员从公司实际获得的薪酬合计 5,262,232.65 元，包含

2020 年度递延发放的归属于以前年度的绩效年薪，报告期内公司未向高管人员发

放非现金薪酬。 

（四）报告期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股票期权和

被授予限制性股票。 

十一、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情况 

（一）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防控疫情做贡献 

本年度，渤海汇金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纾困，“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

列之渤海汇金 1号单一资管计划”（简称民企 1号），是公司积极响应证券业协

会指导精神创立的产品，专项用于帮助有发展前景的上市公司解股权质押困难，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民

企 1号以 10%的仓位参与申购了首批疫情防控债中的首支民企债（20 科伦

scp001），该期债券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治疗药物的研发及采

购防护医疗物质支持火神山医院建设等项目。产品的投资运作，有效完成了产品

设立的初衷，达到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目标，同时为疫情防控贡献了自己的一

份力量。 

（二）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回馈客户 

受疫情冲击，业务开展面临更多的困难。面对疫情多变，公司采取了多样化

便捷沟通方式。保证业务合规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利用线上平台，通过视频、

电话、远程会议等方式积极与客户沟通业务进展，同时为了保证疫情期间公司产

品及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转，信息技术部门针对人员、系统清算、资金划付、系统

使用等工作制定了应急方案，保障在疫情期间工作不受影响的正常开展；在与市

场部门紧密配合下，保障了疫情初期产品的开放申赎及顺利发行、成立工作。 

（三）履行投资者教育和保护主体责任 

按照证监会、中证协、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结合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

度，严格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有效开展检查、督导等相关工作，确保

向合格投资者推荐适当的产品。根据监管要求，联合母公司投教基地持续开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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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教育活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履行投资者教育和保护主体责任，取得良

好效果。 

（四）形成企业文化，以人为本，关心员工生活 

公司推行“渤纳诚信，海聚财富”的企业文化，基于发展战略，立足经营管

理环境，弘扬优秀传统，落实以人为本，建设健康、积极、诚信的企业文化。疫

情期间为员工采购口罩、洗手液、消毒灯等疫情防疫物资，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

全的同时切实贯彻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健全职工

的保障服务体系，为困难职工建立梯度帮扶机制。实现节日、生日、结婚、生

育、大病医疗、吊唁等慰问，让员工深切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