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股东的信
各位尊敬的股东：
为便于大家了解公司的情况，现将公司的发展思路和经营状况等简要报告如下。
一、公司的定位、投资方式、投资收益来源及投资资金来源
（一）我们的定位
我们定位为一家综合性投资公司。作为一家投资公司，我们不是特别关心公司的营业收
入、市场份额、资产规模等常规指标，甚至我们都不是很关心某一年度的净利润指标，我们
主要关心公司的内在价值的增长，从长期而言作为一个替代指标，我们主要关心每股净资产
的增长。公司目前暂时控股投资有几项金融业务，但是我们完全无意于成为一家经营多项金
融业务的综合金融公司，我们的定位是成为一家纯粹的、专业的投资公司。
（二）投资方式
我们对企业的投资采取控股经营型投资和参股财务型投资两种方式，至于是参股还是控
股，对我们而言没有太大的实质差异，相比而言我们更关心的是企业的质地以及投资的价格。
从进退便利角度，我们主要从事参股型投资，含从一级市场投资非上市企业的股权和从二级
市场购买上市企业的股权；对符合我们标准的控股型投资的实业企业，我们希望能够非常长
期甚至永续持有；对控股型投资的金融类企业，除了其中的极少数如优质的保险公司外，其
余标的我们都可能在合适时机减持或整体卖出给更合适的持有者。
（三）投资收益来源
我们坚持彻底的价值投资，哪怕在二级市场的买入也以一级市场买入的视角来看待。我
们的投资收益来自于两个部分：我们希望投资相关细分领域最优秀的企业并比较长期的持
有，通过分享该等企业的成长而获得主要的投资收益；我们也希望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至少是
合理的价格买入，卖出时选择至少是合理的价格，买入卖出时的估值差是投资收益的一个补
充来源。
（四）投资资金来源
我们主要用自有资金（资本金及适度举债的资金）进行投资的同时，也通过将自有资金
在合适时机逐步增资于所持有的合适的保险公司并由保险公司进行投资，藉此实现投资资金
的适度增加，进而推动公司的长期持续增长。
二、公司目前的资金来源及持有的主要资产
为便于股东理解和测算估值，我们以公司总部的视角统计我们的资金来源（即总部视角
的可投资金）和主要资产，并对公司总部视角的可投资金对应的主要资产予以简要罗列。
截至 2016 年底，归属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236 亿元，母公司及主要的控股投资经营主体
之外的直接或间接子公司（以下统称总部）举债约 174 亿元，因此可投资金共计约 410 亿
元。该 410 亿元可投资金截至 2016 年底对应的主要资产如下：
（一）富通保险（公司持股比例 100%）：约 87 亿元，含其年末账面净资产 66 亿元加
收购时形成的商誉 21 亿元。2016 年度，富通保险实现收入约 45.4 亿元、净利润约 1.9 亿
元，富通保险 2016 年度净资产减少约 3.7 亿元。
（二）九州证券（公司持股比例约 96%）：约 35 亿元，含对应的账面净资产 34 亿元加
收购时形成的商誉 1 亿元。2016 年度，九州证券实现收入约 8.6 亿元、净利润约 2.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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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证券 2016 年度净资产减少约 2 亿元（不计入其增资产生的净资产增加）。
（三）九鼎投资（公司持股比例约 73%）：51 亿元，含对应的账面净资产约 13 亿元加
收购时形成的商誉 38 亿元。2016 年度，九鼎投资实现收入约 16.2 亿元、净利润约 6.3 亿
元，九鼎投资 2016 年度净资产增长约 5.4 亿元。
（四）九泰基金、九信资产、优博创、九派支付、黑马自强等规模较小的控股经营型投
资（持股比例 70%-100%不等）：约 8 亿元，含对应的账面净资产约 7 亿元加收购时形成的
商誉约 1 亿元。
（五）总部参股财务型投资：115 亿元，即直接或通过基金所投资的各类实体企业的少
数股权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结果。
（六）总部固定资产及投资性房地产：约 10 亿元。
（七）总部短期理财型投资等：约 58 亿元。
（八）总部持有现金：约 46 亿元。
三、公司目前的净资产值
对一家投资性企业的估值，可以测算其当前实际净资产值，并根据其投资定位、投资经
验、过往投资增值能力等预计其未来长期平均的净资产增长率，然后根据这个预计的长期平
均增长率取一个合适的倍数，即可得到一家投资性企业的估值。
公司目前对参股财务型投资均按照会计准则按照其公允价值估值计价，其价值增减均直
接反应在公司的净资产中；对控股经营型投资，则均纳入合并报表予以合并，对该等企业均
按照其账面净资产值计入合并报表，未按照公允价值对控股经营型投资计价和入账，如果该
类企业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净资产值加母公司因收购而形成的商誉之和，则当前公司的净
资产值会相应有所低估。为了具有可比性，可以尝试将纳入合并报表的控股经营型投资也参
照参股财务型投资的方式，取得其公允价值，并将超过账面净资产值加母公司因收购而形成
的商誉之和的部分扣除按照公司实际所得税税率模拟计算的所得税后，加入公司净资产值，
得到测算的实际净资产值。
公司截至 2016 年底归属母公司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236 亿元。纳入合并报表的控股经营
型投资主要包括富通保险 100%的股权、九州证券约 96%的股权、九鼎投资（股票代码：600053）
约 73%的股权（截至 2016 年底公司持有的该部分股权的市值约 145 亿元）、九派支付 70%
的股权以及其他几家规模相对较小的控股经营型投资的股权。该等控股型投资的股权公允价
值超过净资产值加因收购形成的商誉之和的部分，扣除按照公司实际所得税率模拟计算的所
得税后，其价值可加入公司目前 236 亿元的账面净资产值，得到测算的实际净资产值。
四、公司每股净资产增长及与上证综指涨幅的比较
对于公司的表现，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公司内在价值的不断增长。由于公司对控股经营型
投资目前仅按照其账面净资产值而非其公允价值计价，且公司控股经营型投资中有几家属于
轻资产类型的资产管理类公司，公司对参股型投资的估值也相对较为保守，因此公司的内在
价值应高于账面净资产值。但是，从长期而言，内在价值的增长将会与每股净资产的增长基
本同步，因此我们选择每股净值产的增长作为我们的内在价值增长的替代参照指标。同时，
由于我们主要做权益性投资，不论是未上市企业的股权还是上市公司的股票，其估值与收益
都与股票市场的波动紧密相关，因此我们选择上证综合指数的年度涨幅作为我们投资业绩的
横向比较基准。
由于 2014 年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且当年实施了股权稀释比例较大的增资，因此我们选择
2014 年底的每股净资产数据作为我们的纵向比较基准。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均实施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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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据此已经对总股数进行了复权，列出了可比股本数，据此计算的不同年
度的每股净资产就具有可比性。2014-2016 年公司每股净资产变动及与上证综指的比较结果
如下：

年度

期末净资产
（亿元）

可比总股本
（亿股）

每股净资产
（元）

每股净资产
当年增长率

上证综指
当年涨幅

每股净资产当年
增长率与上证综
指当年涨幅之差

2014

114

136.4

0.84

-

-

-

2015

246

150

1.64

95.7%

9.4%

86.3%

2016

236

150

1.57

-4.3%

-12.3%

8.0%

2015 年公司净资产的增长，一是因为实施了一次溢价增发股票使得每股净资产增加，
二是因为投资资产在当年的增值以及经营盈利使得每股净资产增加。公司 2016 年净资产小
幅下降，一是由于当年股票市场下跌使得公司持有的上市企业的股票以及未上市企业的股权
的估值相应减少，二是因为公司对富通保险的收购刚完成，尚未完成其业务和投资的优化调
整，其净资产增长相对较少且前几个月的净资产增长未计入合并报表，但因收购而产生的贷
款的利息支出从贷款产生之日即计入，三是九州证券收购完成时间也不长，目前刚处于业务
全面开展的初期，其非资本金业务尚处于小幅亏损期。
五、公司简要历史沿革
为便于新接触公司的各位投资者了解公司的发展历程，现将公司的简要历史沿革介绍于
此：
- 昆吾九鼎（现在的名称系更名而来）设立于 2007 年，一直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 本公司于 2010 年成立，公司与昆吾九鼎拥有相同的实际控制人，公司设立后收购昆吾
九鼎，昆吾九鼎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于 2014 年在新三板挂牌，并在挂牌同时及之后累计进行了三次股票增发，共融资
约 160 亿元；
- 公司于 2014 年发起设立九泰基金；
- 公司于 2015 年控股收购上市公司中江地产（股票代码：600053），然后中江地产收购
本公司持有的昆吾九鼎全部股权，昆吾九鼎成为上市公司中江地产的全资子公司，中江地产
随后更名为九鼎投资，之后九鼎投资新设昆吾九鼎不动产专门从事地产投资及管理业务；
- 公司 2015 年通过增资方式成为天源证券绝对控股股东，并将其更名为九州证券，随后
通过受让等方式进一步增持九州证券股权，九州证券之后收购期货公司，期货公司成为九州
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 2015 年收购中捷保险经纪公司 100%股权；
- 公司 2015 年收购鹰皇金佰仕支付公司 70%股权，目前已将其更名为九派支付；
- 公司 2015 年控股收购在新三板挂牌的优博创（股票代码：831400），随后增持股权，
新增开展不良资产经营业务，将其更名为九信资产，而原有的通讯设备制造业务则由九信资
产新设的子公司来承接和开展；
- 公司 2015 年签约并于 2016 年完成收购在香港开展人寿保险业务的富通保险 100%股权。
公司通过主要于 2015 年实施的收购，新增加了几项控股经营型投资，实现了从原来单
一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公司转型为综合性投资公司，除了继续主要投资于参股财务型投资
外，新增了少量控股经营型投资，丰富了公司的投资种类，增加了投资收益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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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来展望及 2017 年重点工作
（一）未来展望
公司所处的投资行业与国际经济增长速度、产业集中程度、证券市场波动、投资竞争激
烈程度均密切相关。我们预计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仍将保持高于全球平均增速的
速度增长，中国大部分行业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证券市场将保持较为稳定，这为我们进
行投资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
公司继续专注于投资领域，重点投向具有发展潜力的各类实业企业，用实际行动支持实
体经济的发展。在具体投资策略上，主要是参股型投资为主，包括从一级市场增资或购买少
数股权，也包括从二级市场购买合适企业的少数股权。在投资对象上，主要聚焦于消费、服
务、医药、医疗、互联网等相关细分领域中最优秀的企业。此外，公司对不良资产的投资以
及通过保险公司对债权和债券的投资也将会逐步增加。
（二）2017 年重点工作
1、保险业务：重点解决富通保险历史遗留的部分保单需要对应消耗较多资本金的问题，
进一步明晰确定保单规模与资本金的最优比例关系和机制，优化保险资金的投资，逐步精细
化改进提升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
2、证券业务：采取稳健策略，稳妥推进九州证券各项证券业务的经营。
3、私募业务：进一步发挥昆吾九鼎的品牌和经验优势，优化新的投资盈利模式，提高
管理的资产规模，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同时，继续做好投后管理，适时变现退出前期项目。
4、公募业务：推出有竞争力的基金产品，进一步完善内部激励体系。
5、支付业务：九派支付进一步开拓其他各类客户，积极研发新的支付技术。
6、通讯设备制造：做好新产品研发储备，推进其私募融资和独立上市准备。
7、不良资产经营：继续稳妥探索，适度扩大投资规模，力争取得地方 AMC 资格。
8、自有资金投资：聚焦实体企业，参股财务型投资为主，进一步探索试验控股经营型
投资。
需要提示的是，2017 年公司的上述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投资者对
此应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该等经营计划存在不能实现或不能全部实现的风险，还存在即使
实现后对公司短期业绩也不一定有直接正面影响的风险。
特此汇报。感谢各位股东的信任和支持！

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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