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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

会议应到董事 16 名，实际到会董事 16 名。本行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1.3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本公司董事长孔丹、行长陈小宪、主管财务工作副行长曹国强、计划财务部

总经理王康，保证本行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1.5 本报告中，“本公司”、“本行”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团”指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中信银行 
股票代码 601998（A 股）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信银行 
股份代号 0998（H 股）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罗焱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C 座 
电话 86-10-65558000 
传真 86-10-65550809 
电子信箱 ir_cncb@citicbank.com 

 

2.2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2.1 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2011年 3月 31日） 

上年度期末 
（2010年 12月 31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2,144,398 2,081,314 3.03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1,297,863 1,264,245 2.66 
总负债      2,013,072  1,956,776 2.88 
客户存款总额      1,800,265  1,730,816 4.01 
同业拆入             5,409 7,072 (23.52)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权益总额         126,900  120,175 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25 3.08 5.60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2011 年 1-3 月） 

上年度同期 
（2010 年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422) (45,138)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9) (1.16) - 

mailto:ir_cncb@citic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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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2011 年 1-3 月） 

上年度同期 
（2010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830 12,182 38.15 
营业利润 8,684 5,781 50.22 
利润总额 8,719 5,793 50.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05 4,312 50.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479 4,303 50.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 0.11 50.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0.17 0.11 5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0.17 0.11 50.86 
稀释每股收益（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0.17 0.11 50.57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A)（年率） 1.25% 1.00% 上升 0.25 个百分点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AE)（年率,归属于

母公司） 
21.06% 16.40% 上升 4.66 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率） 21.06% 16.40% 上升 4.66 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20.98% 16.37% 上升 4.61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2011 年 1-3 月） 

租金收入 13 
固定资产清理净收入 8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7) 
收回已核销应收款项 6 
赔偿金、违约金及罚金 (2) 
其他净损益 18 
合计 36 
非经常性损益所得税影响额 (10) 
非经常性损益税后影响净额 26 
其中：影响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26 

影响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 

 
2.2.2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21,443.98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3.03%；负债

总额 20,130.72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2.88%；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12,978.63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2.66%；客户存款总额达 18,002.65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4.01%。 
年初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65.05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50.86%，净利润同比增长主要原因：一、在严格控制信贷风险、保证存贷

比监管达标的前提下，本集团生息资产规模同比增长达 18.4%，同时本集团进一步

强化利率定价管理和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有效保障了净利差与净息差水平持续提

升，利息净收入同比增幅 34.38%；二、本集团推进中间业务发展成效显著，非利

息净收入同比增长 64.85%；三、合理优化费用资源配置，成本收入比保持较低水

平，投入产出效率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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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率为 0.66%，比上年末下降 0.01 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达 231.22%，比上年末上升 17.71 个百分点。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为 11.05%，比上年末下降 0.26 个百分点，

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8.21%，比上年末下降 0.24 个百分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根据

监管要求，首次将市场风险资本计入风险资产，并调整政府融资平台相关业务风

险资产权重，导致加权风险资产余额上升。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92,241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类别 

1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24,115,773,578 A股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6,104,896,409 H股 
3 BBVA 3,930,657,746 H股 
4 中国建设银行 168,599,268 H股 
5 瑞穗实业银行 68,259,000 H股 
6 社保基金 68,259,000 H股 
7 交通银行－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1,945,129 A股 

8 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41,352,077 A股 

9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
－FH002沪 

40,146,971 A 股 

10 中国银行－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33,899,813 A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截至 2011 年一季度末，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 公司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本季度变动较大的项目及变动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1年 3月
31 日/2011
年 1-3 月 

较上年末/ 
上年同期

变动 
变动原因 

拆出资金 74,429 53.04% 拆放同业款项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6,199 117.13% 在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增加投资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8,076 84.34% 短期流动性需要，卖出回购证券增加 
利息净收入 14,344 34.38% 生息资产规模增长，净息差扩大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990 52.84% 中间业务发展迅速，手续费相应增加 

汇兑净收益 525 222.09% 外币结售汇净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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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1年 3月
31 日/2011
年 1-3 月 

较上年末/ 
上年同期

变动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59 41.69% 营业收入增长，相应税金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719 46.30% 信贷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所得税费用 2130 53.68% 应税所得增加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行 A 股和 H 股配股方案的议案已于 2010 年 8 月 11 日获得本行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计通过，并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获得本行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根据该配股方案，本行将按每 10 股配售不超过 2.2 股的比例向全体合资格股

东配售共计不超过 8,587,335,691 股股份，A 股和 H 股配股比例相同，最终配股比

例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自行或经董事会授权的任一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发行

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其中：A 股可配股份数量不超过

5,858,939,146 股，H 股可配股份数量不超过 2,728,396,545 股。 
本行已取得中国财政部和中国银监会对上述配股方案的批准，并已向中国证

监会等监管机构提交申请。目前，本次发行所需的监管审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股东无新承诺事项，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有关承诺事项与招股说明

书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内容相同，股东所作承诺履行正常。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证券投资情况 
3.5.1 公司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所持对象 
名    称 初始投资金额 持股数量 

（股）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  

益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中国银联股

份有限公司 
70,000,000.00 87,500,000 4.24% 113,750,000.00 - - 长期股权

投资 
现金

购买 

SWIFT 161,127.66 22 - 152,400.01 - - 长期股权

投资 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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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初始投资金    
额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期  末 
账面值 

报告期 
损  益 期初账面值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

科    目 
股份 
来源 

1 00762 
中国联

通(HK) 
15,795,000.00 - 9,790,648.17 - 8,515,118.78 1,275,529.39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现金 
购买 

2 V VISA 
Inc. 7,509,605.39 - 24,599,914.69 - 23,627,618.05 972,296.64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赠送 
/红股 

2 MA 

Master
card 

Internat
ional 

201,629.69 - 1,250,353.68 - 1,121,395.54 128,958.14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红股 

 合计 23,506,235.08 - 35,640,916.54 - 33,264,132.37 2,376,784.17 
 

 

 
注：除上表所述股权投资外，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子公司振华财务还持有净值为人民币 3.33
亿元的私募基金。 
 

 
 
 
 

董事长：孔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Joint 
Electronic 

Teller 
Services 

4,535,347.33    16(ClassB) - 4,337,085.38 - - 长期股权

投资 红股 

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Company 
(HK) Ltd. 

14,263,759.80 2 - 13,640,221.91 - - 长期股权

投资 红股 

合计 88,960,234.79   131,879,707.30 - -   



2011年3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2011年3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65,877                  256,323                  265,184                  255,394                  

存放同业款项 69,501                    81,955                    61,809                    67,157                    

拆出资金 74,429                    48,633                    62,469                    39,221                    

交易性金融资产 6,199                      2,855                      5,608                      2,298                      

衍生金融资产 4,782                      4,478                      3,343                      3,09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86,457                  147,632                  186,516                  147,692                  

应收利息 6,765                      6,095                      6,206                      5,615                      

发放贷款和垫款 1,278,008               1,246,026               1,198,882               1,170,38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5,821                  136,976                  109,178                  118,918                  

持有至到期投资 104,910                  129,041                  105,169                  129,301                  

长期股权投资 2,396                      2,386                      9,998                      9,998                      

固定资产 9,861                      9,974                      9,371                      9,508                      

无形资产 823                         838                         823                         838                         

投资性房地产 245                         248                         -                        -                        

商誉 849                         857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93                      2,565                      2,204                      2,473                      

其他资产 5,182                      4,432                      4,672                      3,927                      

资产合计 2,144,398               2,081,314               2,031,432               1,965,817               

负债和股东权益

负债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27,293                  141,663                  130,859                  143,775

拆入资金 5,409                      7,072                      3,118                      5,813

交易性金融负债 8,137                      10,729                    7,484                      10,729

衍生金融负债 3,876                      4,126                      2,720                      2,86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8,076                      4,381                      8,076                      4,381

吸收存款 1,800,265               1,730,816               1,709,221               1,634,330

应付职工薪酬 6,441                      7,853                      6,187                      7,618

应交税费 2,703                      2,598                      2,671                      2,573

应付利息 9,771                      8,569                      9,319                      8,243

预计负债 36                           36                           36                           36

应付债券 36,757                    34,915                    22,500                    22,500

其他负债 4,308                      4,018                      3,091                      3,360                      

负债合计 2,013,072               1,956,776               1,905,282               1,846,22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本行



2011年3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2011年3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负债和股东权益(续)

股东权益

股本 39,033                    39,033                    39,033                    39,033                    

资本公积 31,260                    30,942                    33,514                    33,255                    

盈余公积 5,618                      5,618                      5,618                      5,618                      

一般风险准备 15,698                    15,698                    15,650                    15,650                    

未分配利润 37,081                    30,576                    32,335                    26,034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790)                   (1,692)                   -                        -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合计 126,900                  120,175                  126,150                  119,590                  

少数股东权益 4,426                      4,363                      -                        -                        

股东权益合计 131,326                  124,538                  126,150                  119,59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144,398               2,081,314               2,031,432               1,965,817               

本中期财务报告已于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获董事会批准

                                                

孔丹 陈小宪

法定代表人 行长

                                                

曹国强 王康 公司盖章
主管财务工作的副行长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本集团 本行

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续）

(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3月 2010年1-3月 2011年1-3月 2010年1-3月

一、营业收入 16,830              12,182              16,133              11,491              

    利息净收入 14,344              10,674              13,958              10,207              

      利息收入 22,213              16,023              21,568              15,411              

      利息支出 (7,869)             (5,349)             (7,610)             (5,204)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850                1,177                1,738                1,052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990                1,302                1,871                1,172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40)                (125)                (133)                (120)                

    投资收益/(损失) 39                     (91)                   (18)                   (153)                

    其中：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0                     22                     -                   -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 (5)                     219                   (34)                   240                   

    汇兑净收益 525                   163                   443                   110                   

    其他业务收入 77                     40                     46                     35                     

二、营业支出 (8,146)             (6,401)             (7,793)             (6,094)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59)             (818)                (1,154)             (815)                

　　业务及管理费 (5,268)             (4,408)             (4,919)             (4,106)             

　　资产减值损失 (1,719)             (1,175)             (1,720)             (1,173)             

三、营业利润 8,684                5,781                8,340                5,397                

　　加:营业外收入 42                     19                     43                     19                     

　　减:营业外支出 (7)                     (7)                     (7)                     (7)                     

四、利润总额 8,719                5,793                8,376                5,409                

　　减:所得税费用 (2,130)             (1,386)             (2,075)             (1,325)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表(未经审计)

本集团 本行



2011年1-3月 2010年1-3月 2011年1-3月 2010年1-3月

五、净利润 6,589                4,407                6,301                4,084                

　　归属于:

      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6,505                4,312                

      少数股东损益 84                     95                     

六、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7                 0.1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7                 0.11                 

七、其他综合收益 199                   454                   259                   210                   

八、综合收益总额 6,788                4,861                6,560                4,294                

    归属于：

      本行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6,725                4,704                6,560                4,294                

      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63                     157                   -                   -                   

本中期财务报告已于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获董事会批准

                                                

孔丹 陈小宪

法定代表人 行长

                                                

曹国强 王康 公司盖章

主管财务工作的副行长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本集团 本行

利润表(未经审计)（续）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重 其他 一般风 未分配 外币报表 少数股 股东权

股本 估储备 股本溢价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险准备 利润 折算差额 东权益 益合计

2011年1月1日 39,033          (632)             31,301          273               5,618            15,698          30,576          (1,692)          4,363            124,538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 净利润                    -                    -                    -                    -                    -                    - 6,505                               - 84                 6,589            

(二) 其他综合收益                    - 313                                  - 5                                      -                    -                    - (98)               (21)               199               

上述（一）和（二）小计 -               313               -               5                   -               -               6,505            (98)               63                 6,788            

(三) 利润分配

  1. 提取盈余公积                    -                    -                    -                    -                    -                    -                    -                    -                    - -               

  2.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                    -                    -                    -                    - -               

  3. 对股东的分配                    -                    -                    -                    -                    -                    -                    -                    - -               

2011年3月31日 39,033         (319)           31,301        278             5,618           15,698        37,081        (1,790)        4,426          131,32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未经审计)
（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资本公积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权益



投资重 其他 一般风 未分配 外币报表 少数股 股东权

股本 估储备 股本溢价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险准备 利润 折算差额 东权益 益合计

2010年1月1日 39,033          (236)             31,301          254               3,535            12,562          17,721          (1,372)          4,210            107,008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 净利润 - - - - - - 21,509          - 270               21,779          

(二) 其他综合收益 - (396)             - 19                 -               (320)             (117)             (814)             

上述（一）和（二）小计 - (396)             - 19                 - - 21,509          (320)             153               20,965          

(三) 利润分配

  1. 提取盈余公积 - - - - 2,083            - (2,083)          - - -               

  2.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 3,136            (3,136)          - - -               

  3. 对股东的分配 - - - - - - (3,435)          - - (3,435)          

2010年12月31日 39,033          (632)             31,301          273               5,618            15,698          30,576          (1,692)          4,363            124,538        

本中期财务报告已于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获董事会批准

                                                   
孔丹 陈小宪
法定代表人 行长

                                                    

曹国强 王康 公司盖章
主管财务工作的副行长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资本公积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权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未经审计)（续）



投资重 一般风 未分配 股东权

股本 估储备 股本溢价 盈余公积 险准备 利润 益合计

2011年1月1日 39,033             (451)               33,706             5,618               15,650             26,034                       119,590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 净利润                       -                       -                       -                       -                       - 6,301                             6,301

(二) 其他综合收益                       - 259                                        -                       -                       -                       - 259                  

上述（一）和（二）小计 -                 259                  -                 -                 -                 6,301               6,560               

(三) 利润分配

  1. 提取盈余公积                     -                     -                     - -                                     - -                                     -

  2.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                 -                                     -

  3. 对股东的分配                     -                     -                     -                     -                     - -                 -                 

2011年3月31日 39,033            (192)               33,706            5,618              15,650            32,335            126,150          

资本公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未经审计)

（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投资重 一般风 未分配 股东权

股本 估储备 股本溢价 盈余公积 险准备 利润 益合计

2010年1月1日 39,033           (23)               33,706           3,535              12,526           13,846                    102,623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 净利润                       -                       -                       -                       -                       - 20,830                         20,830

(二) 其他综合收益                       - (428)                                     -                       -                       -                       - (428)               

上述（一）和（二）小计 -                 (428)               -                 -                 -                 20,830             20,402             

(四) 利润分配

 1. 提取盈余公积                    -                    -                    - 2,083                                 - (2,083)                             -

  2.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3,124               (3,124)                                -

  3. 对股东的分配                     -                     -                     -                     -                     - (3,435)            (3,435)            

2010年12月31日 39,033            (451)               33,706            5,618              15,650            26,034            119,590          

本中期财务报告已于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获董事会批准

                                                   
孔丹 陈小宪
法定代表人 行长

                                                    

曹国强 王康 公司盖章
主管财务工作的副行长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未经审计)（续）

（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资本公积



2011年1-3月 2010年1-3月 2011年1-3月 2010年1-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交易性金融负债净增加额 -                   625                   -                   625                   

    存放同业款项净减少额 3,034                711                   3,023                76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                   82,203              -                   82,203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1,650                -                   605                   

    拆出资金净减少额 -                   386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净增加额 3,697                -                   3,696                -                   

    吸收存款净增加额 70,656              112,021            75,094              113,576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23,653              16,762              22,965              15,98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666                2,778                835                   2,34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5,706            217,136            105,613            216,098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净增加额 (29,165)            (32,295)            (29,456)            (32,232)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17,508)            -                   (18,136)            (2,631)              

    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3,504)              (2,708)              (3,463)              (3,25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38,826)            -                   (38,825)            -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增加额 (34,749)            (68,276)            (30,480)            (65,962)            

    同业存放款项净减少额 (14,349)            (142,570)          (12,899)            (142,491)          

    拆入资金净减少额 (1,619)              -                   (2,672)              -                   

    交易性金融负债净减少额 (3,317)              -                   (3,226)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净减少额 -                   (591)                 -                   (591)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6,803)              (5,090)              (6,666)              (4,84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436)              (3,414)              (4,243)              (3,258)              

    支付的各项税费 (3,046)              (1,701)              (2,993)              (1,69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06)              (5,629)              (2,924)              (4,90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0,128)          (262,274)          (155,983)          (261,8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422)            (45,138)            (50,370)            (45,76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取得的现金 114,210            78,365              114,210            78,354              

　　处置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所收到的现金 22                     1                       22                     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4,232            78,366              114,232            78,355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6,747)          (77,536)            (106,747)          (77,536)            

　　购建固定资产、其他资产支付的现金 (337)                 (204)                 (291)                 (17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7,084)          (77,740)            (107,038)          (77,7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48                626                   7,194                64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流量表（未经审计)

（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本行



2011年1-3月 2010年1-3月 2011年1-3月 2010年1-3月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                   

　　偿还债务利息支付的现金 (7)                     (8)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                     (8)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                     (8)                     -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91)                 (66)                   (125)                 (6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7,672)            (44,586)            (43,301)            (45,19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3,910            167,403            151,202            157,100            

六、期末现金及等价物净余额 126,238            122,817            107,901            111,909            

本中期财务报告已于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获董事会批准

                                                

孔丹 陈小宪

法定代表人 行长

                                                

曹国强 王康 公司盖章

主管财务工作的副行长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本集团 本行

现金流量表（未经审计)（续）

（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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