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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2015 年，公司全体干部员工凝心聚力，克服困难，坚持稳中求

进，积极开拓业务，努力提升经济效益，顺利完成了全年发展目标和

任务。与此同时，公司继续坚持秉承“爱国建设”宗旨，切实履行应尽

的社会责任，为促进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新

的贡献。 

一、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方面 

1、经济效益继续增长，公司价值得到提升 

2015 年公司资产规模、业务规模、盈利能力均大幅提高，有力

地提升了公司的市场形象和行业地位。 

资产规模方面，截至 2015 年末，公司净资产达到 57.46 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11.52%，总资产达到 107.28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31.58%，资产负债率处于稳健状态。 

业务规模方面，信托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达到近 1000 亿，租赁公

司生息资产规模达到近 30 亿，其他子公司的业务规模也都实现了一

定程度的同比增幅。 

盈利能力方面，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3.24 亿元，同比

增长 19.37%，净利润 5.55 亿元，同比增长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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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按合并报表，公司各项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15 年 本年较上年增减（%） 

1 营业总收入（万元） 132,417.15 19.37 

2 净利润（万元） 55,468.08 8.24 

3 净资产收益率(%) 10.18 下降 0.2 个百分点 

4 每股收益（元/股） 0.386 8.12 

  2015 年末 本年末较上年末增减（%） 

5 资产总额(万元) 1,072,827.51 31.58 

6 负债总额（万元） 497,236.93 66.28 

7 资产负债率（%） 46.35 提升 9.67 个百分点 

8 
归属于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总额（万元） 
574,614.04 11.52 

2、稳步推进各项业务，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5 年，公司全力推进各项业务，取得了明显成效，6 家核心

子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61,451.69 万元，较上年增加了 9,217.14 万元，

增幅 17.65%。 

其中，爱建信托公司紧密围绕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和

创新，通过攻创新、调结构、重管理、构机制、促发展，实现业务持

续稳健发展；爱建资产公司重点围绕投融资业务、管理服务业务和地

产基金业务展开经营活动，并取得一定的经营效益；爱建产业公司着

力寻找新的发展突破口，在资产盘活和进出口业务方面均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爱建租赁公司积极拓展新业务类型，探寻新业务方向和模式。

多途径开拓资金渠道，同时注重加强和改善内控制度建设和风险管

理，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取得良好成效；爱建资本公司的团队建设、制

度建设与投资业务等各项工作并举发展，积极探索环保行业股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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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同时布局医疗健康领域，公司主动管理型基金设立工作取得实质

性进展；爱建财富公司面对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围绕创新转型，积

极开拓业务，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和创新业务均取得一定成效，同时

获得了公募基金代销牌照和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 

3、进一步完善内控建设，推进基本管控制度的执行 

2015 年，公司进一步完善内控建设，推进基本管控制度的执行，

先后颁布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等一批制度，同时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实现公司合同、规章制度等的流程化管理。对公司系统的法律诉讼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并提交专项报告。公司不断突破创新，建立新型审计

监督组织形式。为了加强审计意见、建议的整改落实力度，全面提升

审计质量，公司建立了审计整改落实机制，促进审计成果转化。公司

还以防范企业经营风险为重心，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职能。 

4、围绕特色传承和发展目标，深化企业文化建设 

2015 年，公司结合可持续发展要求，进一步深化企业文化建设。

一是编辑报纸、杂志和书籍。做好全年《爱建报》15 期和《爱建视

界》6 期的编辑出版和发放工作。编辑出版《我们一起奋斗——<爱

建报>第 199-216 期荟萃》。编辑出版新版《刘靖基纪念集》和《爱

建情缘》两书，做好上海书展新书发布会组织工作。编写《唐君远和

唐氏家族传奇》提纲。编印公司《2014 年度干部培训资料汇编》和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资料汇编》；二是开展课题研究。梳理公司历史

文化，凝聚多方共识，承担并初步完成《爱建公司传承和弘扬“爱国

建设”的企业核心价值观》课题研究。完成市金融纪工委 2015 年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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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文章 2 篇，2014 年底推荐上报的调研文章获本市金融系统反腐

倡廉调研优秀论文奖；三是筹建新大楼公司史料陈列室。联系制作单

位，完成新大楼公司史料陈列室主体墙体部分建造，完成平面设计初

稿。 

5、为新老客户创造价值，进一步提升客户满意度 

 2015 年度，爱建信托公司为信托受益人累计分配信托利益

470.80 亿元。2015 年全年，公司新发行集合信托计划 83 个，规模

合计 454.11 亿元，由于公司推出的集合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较高，

风控措施到位，受到众多客户的信赖，产品推介发行顺利。年内我公

司清算信托项目 90 个，共计 275.97 亿元，其中集合信托计划 43 个，

共计 135.54 亿元，融资类集合信托计划均达到预期收益。 

2015 年，爱建财富公司分别自主设计发行了“财保”、“财信”两种不

同种类的理财产品。“财保”系列产品是由财富公司与保理公司协同合

作，把保理公司优质应收账款作为底层资产，以该保理资产受益权为

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财保”系列共发行 5 期，其中财保 1 号和 4 号

产品已经全部顺利兑付。为客户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 

6、认真履行纳税义务，保持较高的财务及纳税信用等级 

公司系统各企业严格依法经营，认真履行纳税义务。2015 年度，

爱建集团继续保持上海市税务局纳税信用 A 类单位。 

7、加强员工团队建设，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 

2015 年，爱建系统各企业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共向社会公开录

用、聘用员工 107 名。公司在充实业务团队的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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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岗位。 

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 

1、2015 年度，公司积极配合上海市各大高校招聘实习生，共计

为 32 名大学生提供了实习岗位。   

2、爱建租赁公司在 2015 年度响应政府号召，努力扩大包括基

础教育、医院、城市基础设施等在内的资产规模，大力支持区域发展：

（1）努力介入中小企业领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尽己所能解决中

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2) 医院医疗类业

务成为亮点，公司将医疗产业作为业务重点拓展方向之一；(3) 公用

事业类业务保持增长，由城投（平台）项目逐步转向城市公用事业板

块，承租人包括污水处理、水务等国有企业；(4) 职业教育类业务实

现突破，保理公司与行业领先企业率先合作。 

三、扶贫帮困方面 

1、做好帮困送温暖工作。年内公司组织开展了探望生病职工、

职工亲属过世慰问、高温季节职工慰问等工作。在 2016 年春节前夕，

集中组织慰问了公司离退休老同志、市劳模以及困难员工 103 名。 

2、做好党组织结对帮扶工作。公司继续开展与浦东新区惠南镇

远东村、金山区枫泾镇经济薄弱村党组织结对帮扶工作，在金山区枫

泾镇新新村落实新帮扶项目 1 个，慰问 51 户困难家庭。建立健全党

员关怀帮扶机制，组织开展困难党员、困难职工送温暖和慰问老同志

等工作，全年共走访慰问 160 人次。 

四、关心员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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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员工健康及安全 

（1）为维护员工身体健康，公司每年为员工安排一次体检，并

邀请医学专家来公司为员工作健康咨询。 

（2）公司根据国家规定，按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含补充住房公积金），并

根据员工薪酬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缴费额度。 

2、提供良好工作环境和机会 

公司及所属企业采取措施，通过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技能，

帮助员工不断成长。年内开展外部培训项目有 15 个，共计 64 人次

参加；开展全系统、大规模的内部培训项目 3 个，共计 130 人次参

加。另外，公司还开展各类专题讲座 4 次，参加听讲的爱建系统干部

员工达到 603 人次。 

3、关心爱护员工 

公司努力营造团队和谐共事氛围，在每一位员工生日送上祝贺和

慰问；开展暑夏送清凉、生日慰问工作，全年共计 239 人次；配合市

金融工会组织身心健康讲座活动爱建专场；注意改善员工办公和午餐

条件；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组织开展各类活动;组织职工开展各

项文体活动；对 2015 年度成绩突出的 33 名先进职工进行了表彰，

从各方面关心爱护员工。 

    4、维护员工切身利益 

为了切实维护员工利益，公司根据国家政策法规，每月按时向员

工支付薪酬，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公司工会聘请了专职维权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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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员工服务并支付相关费用。 

五、维护稳定方面 

1、公司高度重视做好信访工作，要求下属企业将重信重访案件

纳入专项治理范围，妥善解决相关信访事项。产业公司妥善安置了原

实业系统历年来关、停、并、转中分流安置的伤残重症人员、协保待

岗人员。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上访，产业公司坚持耐心细致

地做好这些人员的上访、信访接待工作，认真做好帮困抚慰工作，确

保公司内部稳定。 

2、公司自觉承担社会综合治理责任，在安全生产、防火、保密

以及金融安全等方面都加强了管理，落实了相关措施，为保一方平安

作出了贡献。爱建资产公司管理的“爱建金融大厦”改建工程以及其他

施工建设项目，均全面落实了安全措施。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