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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ANK OF CHONGQING CO., LTD.*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63）

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或「重慶銀行」）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
行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第三季度期間（「報告期」）參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未經審計業績報告。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的要求做
出。

1. 重要提示

1.1 本行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季度業績公告
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
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1.2 本行於2016年10月31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了本季度業績公告。

1.3 本季度業績公告所載之財務資料未經審計。

1.4 本報告期未經審計營運資料為額外提供的資料。

* 本行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受限於香港金融管
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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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況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份簡稱： 重慶銀行

股份代號： 1963

H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甘為民

授權代表： 甘為民
周文鋒

聯席公司秘書： 周文鋒
何詠紫

註冊地址：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重慶市 
渝中區鄒容路153號
郵政編碼：400010

香港主要營業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聯繫電話： +86 (23) 6379 2129

傳真： +86 (23) 6379 9024

電子信箱： ir@bankofchongq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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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財務摘要

本行按照中國會計準則和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中，截至
2016年9月30日止報告期內歸屬於銀行股東的淨利潤無差異。

主要財務數據及財務指標

（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6年
9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末
增減(%)

資產總額 354,752,378 319,807,987 10.9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147,119,281 124,769,386 17.9
負債總額 331,132,928 298,514,992 10.9
客戶存款 225,390,114 199,298,705 13.1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 23,619,450 21,292,995 10.9
權益總額 23,619,450 21,292,995 10.9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每股 
 淨資產（人民幣元） 7.55 6.81 10.9

（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本報告期
（2016年

7-9月）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減(%)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2016年

1-9月）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淨利潤 930,195 11.2 2,960,079 10.7
歸屬於本行股東的 
 淨利潤 930,195 11.2 2,960,079 10.7

本報告期
（2016年

7-9月）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減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2016年

1-9月）

本年初至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基本每股盈利 
 （人民幣元） 0.30 (0.01) 0.95 (0.04)
平均年化權益 
 回報率(%) 16.05 (2.77) 17.61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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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報告期末股份總數及股東持股情況

截至報告期末，本行股份總數為3,127,054,805股。其中內資股為
1,548,033,993股，H股為1,579,020,812股。

本行內資股前十大股東持股情況

單位：股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總數

持股
佔總股份
比率(%) 質押股份數

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集團有限
 公司 國有 407,010,187 13.02 0
重慶路橋股份有限公司 民營 171,339,698 5.48 0
重慶市地產集團 國有 139,838,675 4.47 0
重慶市水利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139,838,675 4.47 0
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民營 129,564,932 4.14 0
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94,506,878 3.02 0
重慶南方集團有限公司 民營 68,602,362 2.19 68,600,000
重慶交通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37,456,522 1.20 0
重慶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 29,942,325 0.96 0
民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24,191,310 0.77 0
合計 1,242,291,564 39.73 68,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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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的權益和淡倉

於2016年9月30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予備存的登記冊
所記錄或由股東另行通知本行，除本行之董事及監事外的主要股東（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定義）擁有本行H股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如下：

單位：股

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H股
股份數目

佔本行
總H股數目之
百分比(%)

佔本行
總股本之
百分比(%)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1) 實益擁有人 458,574,853
（好倉）

29.04 14.66

大新銀行集團有限公司(1) 受控法團的權益 458,574,853
（好倉）

29.04 14.66

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1) 受控法團的權益 458,574,853
（好倉）

29.04 14.66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滙豐國際信託有限公司）(5)

受託人權益 458,574,853
（好倉）

29.04 14.66

王守業(1) 酌情信託的成立人╱
信託受益人的權益

458,574,853
（好倉）

29.04 14.66

王嚴君琴(1) 配偶權益 458,574,853
（好倉）

29.04 14.66

上海汽車香港投資有限公司(2) 實益擁有人 240,463,650
（好倉）

15.23 7.69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 受控法團的權益 240,463,650
（好倉）

15.23 7.69

力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3) 實益擁有人 172,417,500
（好倉）

10.92 5.51

重慶力帆實業（集團） 
 進出口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72,417,500
（好倉）

10.92 5.51

力帆實業（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72,417,500
（好倉）

10.92 5.51

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72,417,500
（好倉）

10.92 5.51

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72,417,500
（好倉）

10.92 5.51

尹明善(3) 受控法團的權益 172,417,500
（好倉）

10.92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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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H股
股份數目

佔本行
總H股數目之
百分比(%)

佔本行
總股本之
百分比(%)

陳巧鳳(3) 配偶權益 172,417,500
（好倉）

10.92 5.51

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4)

實益擁有人 150,000,000
（好倉）

9.50 4.80

受控法團的權益 67,570,150
（好倉）

4.28 2.16

重慶北恒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84,823,500
（好倉）

5.37 2.71

富德資源投資控股 
 集團有限公司(4)

實益擁有人 67,570,150
（好倉）

4.28 2.16

註：

(1)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擁有本行458,574,853股H股。大新銀行有限公司由大新銀行
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大新銀行集團有限公司則由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擁有約74.50%權益。王守業先生實益擁有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40.97%權益。王嚴君琴女士為王守業先生的配偶。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大
新銀行集團有限公司、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王守業先生和王嚴君琴女士被
視為擁有大新銀行有限公司在本行持有的股份權益。

(2) 上海汽車香港投資有限公司擁有本行240,463,650股H股。上海汽車香港投資有
限公司由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上海
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被視為擁有上海汽車香港投資有限公司在本行持有的股
份權益。

(3) 本行獲重慶力帆實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尹明善先生和陳巧鳳女
士確認，於2016年9月30日，力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行172,417,500
股H股，而力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為重慶力帆實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
所全資持有，重慶力帆實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由力帆實業（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全資擁有，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49.40%的權益，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72%的權
益，尹明善先生實益擁有重慶匯洋控股有限公司約51%的權益，陳巧鳳女士為
尹明善先生的配偶。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重慶力帆實業（集團）進出口有限
公司、力帆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重慶匯洋控股
有限公司、尹明善先生和陳巧鳳女士被視為擁有力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在本
行所持有的股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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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擁有本行150,000,000股H股，富德資源投資控
股集團有限公司擁有本行67,570,150股H股。富德資源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由
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富德生命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被視為擁有富德資源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在本行持有
的股份權益。

(5) 滙豐國際信託有限公司為就王守業先生及其家屬利益而成立的全權信託受託
人，間接持有大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之37.66%權益，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
滙豐國際信託有限公司被視為擁有大新銀行有限公司（見上文註(1)）在本行所
持有的股份權益。

3. 季度經營簡要分析

於2016年9月30日，本行資產總額人民幣3,547.52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
349.44億元，增幅10.9%。其中：

• 客戶存款人民幣2,253.90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260.91億元，增幅
13.1%。其中，定期存款人民幣1,348.13億元，活期存款人民幣726.15億
元，保證金存款人民幣118.88億元，其他存款人民幣60.74億元。

•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人民幣1,471.19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223.50億
元，增幅17.9%。其中，公司貸款人民幣978.88億元，個人貸款人民幣
378.58億元，票據貼現人民幣113.73億元。

• 不良貸款餘額人民幣14.22億元，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2.12億元；不良貸
款率0.97%，與上年末持平；撥備覆蓋率281.28%，較上年末上升37.30個
百分點。

• 貸存比率65.27%，較上年末增加2.67個百分點。

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行實現淨利潤人民幣29.60億元，較上年同
期增加人民幣2.86億元，增幅10.7%。平均年化總資產回報率為1.17%，較上
年同期下降0.09個百分點；平均年化權益回報率為17.61%，較上年同期下降
3.43個百分點；實現基本每股盈利人民幣0.95元，較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0.04
元，是由於本行2015年12月23日增發H股421,827,300股攤薄所致。

• 生息資產規模持續增長，淨利息收入穩步提升。淨利息收入人民幣58.46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6.71億元，增幅13.0%；年化淨利息收益率
為2.40%，較上年同期下降16個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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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實現較快增長。實現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人民幣
14.32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3.10億元，增幅27.6%，主要得益於
結算及代理業務、理財業務的快速增長，其中：實現結算及代理業務手
續費收入人民幣3.28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94.3%；理財業務手續費收
入人民幣9.24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32.4%。

• 營業費用人民幣17.43億元，較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3.69億元，降幅
17.5%。成本收入比20.62%，較上年同期下降5.97個百分點。資產減值損
失人民幣16.21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9.99億元，增幅160.9%。

按照《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本行於本報告期末的核心一級資本充
足率為10.79%，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79%，資本充足率為12.85%，較上年末
分別上升0.30個、0.30個和1.22個百分點，滿足中國銀行業最新的資本充足率
監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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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要事項

4.1 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與上年同期或上年度末比較，變動幅度超過30%的主要會計報表項目和
財務指標及主要變動原因如下：

（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6年
1-9月

2015年
1-9月

與上年同期
相比變動
比率(%) 主要變動原因

證券投資 
 淨收益╱（損失）

7,302 (9,964) (173.3) 主 要是因賣出債券實現
證券投資收益所致

淨交易（損失）╱收益 (35,098) 76,033 (146.2) 主 要是市場公允價值變
動所致

其他營業收入 44,482 33,783 31.7 主 要是從權益性投資 
企業收到的股息增加 
所致

資產減值損失 1,620,686 621,205 160.9 主 要受宏觀經濟下行影
響，本行按審慎性原
則加大貸款損失準備
的計提力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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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註明外，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6年
9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與上年度末
相比變動
比率(%) 主要變動原因

存放於同業及 
 其他金融機構的款項

61,087,608 45,856,556 33.2 主 要是本行結合市場資
金走勢，充分利用自
有資金，擴大投資範
圍，開展存放同業業
務所致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 
 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產

737,685 2,312,586 (68.1) 主 要是本行根據利率市
場走勢，調整交易性
債券結構所致

證券投資－ 
 持有至到期之證券

18,227,782 13,816,724 31.9 主 要是增加記賬式國債
和地方政府債等流動
性資產的配置所致

遞延所得稅資產 726,624 505,920 43.6 主 要是由於資產減值準
備等產生的時間性差
異所致

其他資產 3,495,601 2,662,978 31.3 主 要是應收利息增長所
致

其他負債 4,693,009 7,218,001 (35.0) 主 要是上年末非保本理
財產品資金有部份待
配置資產所致

應交稅金 385,003 271,989 41.6 主 要是本期利潤總額較
上期增長導致應交所
得稅增加所致

發行債券 39,035,961 18,490,742 111.1 主 要是為優化負債結
構，增加資金來源渠
道，發行同業存單及
二級資本債所致

4.2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4.3 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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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2016年6月17日，經股東週年大會審議批准，本行派發2015年度之末期股
息每股股息為人民幣0.264元（含稅）（2014年：人民幣0.272元（含稅）），
基於2015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利潤和發行股數，股息分配總額為人民幣
825,542,468.52元（含稅）。該2015年度末期股息已經於2016年7月22日派
發給H股和內資股股東。

4.5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
比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5. 發佈季度業績公告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季度業績公告同時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的「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行網站(www.cqcbank.com)。

本季度業績公告以中、英文兩種語言編製，在對本季度業績公告的中、英文
版本理解上發生歧義時，以中文為準。

承董事會命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甘為民

中國重慶，2016年10月31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甘為民先生、冉海陵先生、劉建華先生及
黃華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黃漢興先生、鄧勇先生、呂維女士及楊駿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和先生、杜冠文先生、孔祥彬先生、王彭果先生及靳景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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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

綜合收益表
2016年1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
（除另有標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利息收入 12,215,932 11,570,246
利息支出 (6,369,725) (6,394,687)

利息淨收入 5,846,207 5,175,559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491,909 1,181,775
手續費及佣金支出 (59,430) (59,286)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 1,432,479 1,122,489

淨交易（損失）╱收益 (35,098) 76,033
證券投資淨收益╱（損失） 7,302 (9,964)
其他營業收入 44,482 33,783

營業收入 7,295,372 6,397,900

營業費用 (1,742,715) (2,111,836)
資產減值損失 (1,620,686) (621,205)

營業利潤 3,931,971 3,664,859

享有聯營利潤的份額 1,329 799

稅前利潤 3,933,300 3,665,658

所得稅 (973,221) (991,145)

淨利潤 2,960,079 2,674,513

歸屬於銀行股東的本期淨利潤 2,960,079 2,674,513

歸屬於銀行股東的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基本及稀釋 0.95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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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續）
2016年1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
（除另有標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歸屬於銀行股東的本期淨利潤 2,960,079 2,674,513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可能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之證券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 257,231 325,092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64,308) (81,273)

小計 192,923 243,819

其後不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退休福利重估盈餘 (1,340) (2,770)

減：相關所得稅影響 335 693

小計 (1,005) (2,077)

其他綜合收益稅後總額 191,918 241,742

歸屬於銀行股東的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3,151,997 2,91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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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2016年9月30日
（除另有標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2016年
9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現金及存放中央銀行款項 39,941,755 38,201,369
存放於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款項 61,087,608 45,856,55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737,685 2,312,586
客戶貸款及墊款淨額 143,118,371 121,816,452
證券投資
 －貸款及應收款項 62,495,591 73,008,214
 －可供出售之證券 22,223,186 18,970,967
 －持有至到期之證券 18,227,782 13,816,724
對聯營企業投資 30,543 29,214
固定資產 2,667,632 2,627,007
遞延所得稅資產 726,624 505,920
其他資產 3,495,601 2,662,978

資產總額 354,752,378 319,807,987

負債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放和拆入 61,628,841 73,235,555
客戶存款 225,390,114 199,298,705
其他負債 4,693,009 7,218,001
應交稅金 385,003 271,989
發行債券 39,035,961 18,490,742

負債總額 331,132,928 298,514,992

股東權益
屬於本銀行股東的股本和儲備金
股本 3,127,055 3,127,055
資本公積 4,680,638 4,680,638
其他儲備 6,145,056 5,337,299
未分配利潤 9,666,701 8,148,003

股東權益合計 23,619,450 21,292,995

負債及股東權益合計 354,752,378 319,80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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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2016年1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
（除另有標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稅前利潤 3,933,300 3,665,658
調整：
 折舊及攤銷 126,424 114,513
 貸款損失準備 1,338,261 515,753
 其他資產減值準備計提 282,440 105,452
 處置固定資產淨（收益）╱損失 (2) 45
 終止確認證券投資淨（收益）╱損失 (7,302) 9,964
 應佔聯營企業分紅 (1,329) (799)
 證券投資利息收入 (4,596,105) (4,090,491)
 發行債券利息支出 928,342 217,523

營運資產的淨（增加）╱減少：
 存放中央銀行限定性存款淨（增加）╱減少額 (3,055,717) 102,872
 存放和拆放同業及 
  其他金融機構款項淨增加額 (6,550,727) (544,602)
 買入返售款項淨減少額 1,230,325 16,443,390
 客戶貸款及墊款淨增加額 (22,588,638) (12,799,704)
 其他營運資產淨增加額 (912,158) (786,716)
營運負債的淨增加：
 向中央銀行借款淨（減少）╱增加額 (1,214,453) 1,140,576
 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入和 
  拆入款項淨增加╱（減少）額 4,646,130 (827,119)
 賣出回購款項淨減少額 (15,038,391) (20,124,411)
 客戶存款淨增加額 26,091,409 26,517,999
 其他營運負債淨減少額 (2,625,392) (2,864,841)
 支付所得稅 (1,144,884) (836,852)

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出）╱流入額 (19,158,467) 5,95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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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續）
2016年1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
（除另有標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收到股利 21,193 440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 
 其他長期資產收到的現金淨額 18,866 19,539
購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159,772) (316,489)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217,715,637 126,086,137
投資支付的現金 (208,726,136) (138,251,038)

投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入╱（流出）額 8,869,788 (12,461,411)

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發行債券及同業存單收到的現金 42,155,172 12,450,000
償還到期債務支付的現金 (22,350,000) (3,500,000)
支付發行債券的利息 (197,800) (267,295)
支付股東的股利 (778,140) (733,701)

籌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入額 18,829,232 7,949,004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54,766 26,38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 8,595,319 1,472,1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初數 18,118,269 11,754,9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末數 26,713,588 13,227,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