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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8 号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41,138,92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47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5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德股份 股票代码 0005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译之 何燕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三层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三层 

传真 010-68311821 010-68311821 

电话 010-68311860 010-68311821 

电子信箱 haide@hd-amc.cn heyan@hd-am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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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1年，公司调整业务方向，优化资产结构，消化存量，促进增量，资产质量明显提升。在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公司依托控股股东能源、地产等实业背景优势，深耕困境资产管理业务，凭借自身

上市公司管理优势，与其他资管公司错位竞争，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021年，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类

型包括困境资产收购重组业务、收购处置业务、特殊机遇投资业务以及管理类业务，其中困境资产收购重

组和收购处置业务是利润的主要来源。 

截至2021年末公司存量管理资产规模252.64万元，其中收购重组类业务占24.82%、收购处置类业务占

75.16%。公司业务涉及的行业包括能源、不动产等领域，涉及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654.46万元，实现净利润38,336.26万元，同比增长199.96%，已连续两年

创历史新高。 

1．收购重组类业务 

困境资产收购重组类业务的经营核心是价值提升，关键在于收购困境资产后，把有提升价值的资产进

行价值发现和价值提升。该业务主要是针对主业经营正常、具备发展前景，但流动性暂时出现困难的企业，

公司在对其债权资产和困境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收购债权之后对困难企业设计个性化

的债务重组方案，并达成新的债务重组协议，通过调整企业债务偿还时间、还款金额、清偿方式、担保条

件，以及追加投融资、债转股等综合手段，缓解企业流动性困难，帮助改善经营管理，提升企业价值，最

终实现债权安全回收，公司按照新的重组协议获取重组收益。在重组过程中，根据债务人的内部经营情况

及外部流动性情况，公司还可择机调整重组方案，确保重组方案既满足债务人的发展需求，也能保证公司

资金安全和利益最大化。公司依托控股股东能源背景优势，成功实施了以能源类资产为核心的债权收购重

组优质项目。 

2．收购处置类业务 

公司以竞标、竞拍、摘牌或协议转让等方式从银行、五大资管和地方资管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和

非金融机构收购困境资产。该业务以实现困境资产回收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对困境资产进行阶段性经营管

理，结合困境资产特点、债务人情况、抵质押物情况等因素，灵活采用本息清收、债务人折扣清偿、破产

清算、诉讼追偿、单户转让、打包转让等处置方式，最终实现资产增值，获取债权回收差价增值收益。 

3．特殊机遇投资业务 

该业务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和其他资管公司合作，共同发起设立困境资管产品或认购其已发行的困境

资管产品份额，公司和外部资管公司共同管理，发挥各自优势，加快资产处置，提升资管产品价值，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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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产品利润分配或转让产品份额的方式获取收益；二是公司在市场上认购商业银行发起的不良资产ABS

次级档产品，商业银行对底层债权进行清收处置，处置回款按照产品约定的回款分配顺序进行收益分配。   

4．管理顾问类业务 

依托公司困境资产管理经验、客户资源和专业能力等优势，为需求企业提供定制的个性化金融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为企业提供受托收购、特殊资产管理、破产重整、财务管理等专业化的方案、分析和咨询，

从中获取服务费。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项 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6,653,867,443.28 6,088,885,350.11 9.28% 6,020,868,40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41,430,813.12 4,358,068,243.50 8.80% 4,230,264,553.74 

项 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66,544,561.01 311,777,480.41 113.79% 307,282,37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3,362,569.62 127,803,689.76 199.96% 110,344,95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4,473,758.45 129,476,927.78 196.94% 109,397,76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5,327,781.65 209,451,390.60 -556.11% -706,770,834.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79 0.1993 200.00% 0.17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79 0.1993 200.00% 0.17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3% 2.98% 增加 5.45 个百分点 2.6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3,879,340.41 157,698,662.06 160,993,433.64 273,973,12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048,692.42 72,019,448.19 110,909,664.16 152,384,76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772,803.85 66,108,546.54 109,645,779.84 157,946,62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769,355.07 -1,036,492,850.36 198,878,207.63 -171,482,493.9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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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0,44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67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永泰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80% 421,898,926 0 

质押 420,702,066 

冻结 421,898,926 

海南祥源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4% 49,000,049 0 质押 48,999,179 

海南新海基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4% 11,766,750 0 质押 11,758,630 

关闭海南发展

银行清算组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4,594,166 0   

敬祥友 境内自然人 0.36% 2,281,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9% 1,831,795 0   

王赤平 境内自然人 0.25% 1,601,900 0   

崔笋 境内自然人 0.21% 1,362,700 0   

周奇润 境内自然人 0.20% 1,280,155 0   

贺伟 境内自然人 0.20% 1,277,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新海基投资有限公司均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敬祥友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81,000 股；王赤平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0,000 股及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01,900 股,合计持有 1,601,900 股；

崔笋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62,700 股；周奇润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123,955 股及普通证券账户持 156,200 股,合计持有 1,280,155 股。 

注：2022 年 1 月 21 日，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被冻结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解除冻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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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 年 7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徳资管”）收到西藏自治区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同意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参与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批复》（批复编

号：藏金监复﹝2021﹞6 号），同意海徳资管作为符合条件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获批参与不良贷款

转让试点工作的公告》）。 

2.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经西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同意，

在四川省设立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并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四川天府新区行政

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3.2021 年 8 月，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签署了编号【COAMC 桂-2021-F-02-001】、编号【COAMC

桂-2021-F-01-001】的《战略合作协议》,拟在不良资产业务、综合金融及其他金融领域业务方面等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广西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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