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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利潤分配政策的制定及執行情況

普通股情況

本行於2009年修訂公司章程，規定利潤分配政策應

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

本行於2013年修訂公司章程中現金分紅的相關條款，

進一步明確了本行利潤分配原則、政策及調整的程

序、利潤分配方案的審議等事宜，規定本行優先採用

現金分紅的利潤分配方式，除特殊情況外，本行在

當年盈利且累計未分配利潤為正的情況下，採取現

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現金方式分配的利潤不少

於歸屬於本行普通股股東的稅後利潤的10%，並規

定在審議利潤分配政策變更事項以及利潤分配方案

時，本行為股東提供網絡投票方式。

本行於2014年制定了《2014–2016年股東回報規劃》，

明確了本行股東回報的基本原則、規劃及制定、執行

和調整的決策及監督機制。

本行上述利潤分配政策的制定程序合規、透明，決策

程序完備，分紅標準和比例明確、清晰，獨立董事充

分發表意見，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

符合本行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規定。

本行普通股利潤分配方案需經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2016年，本行嚴格按照公司章程、股息分配政策和

股東大會關於利潤分配的決議派發了2015年度普通

股股息。

優先股情況

本行優先股股東按照約定的票面股息率，優先於普

通股股東分配利潤。本行應當以現金的形式向優先

股股東支付股息，在完全支付約定的股息之前，不得

向普通股股東分配利潤。

本行優先股採用每年派息一次的派息方式，計息起

始日為優先股的發行日。優先股股東按照約定的股

息率獲得股息後，不再同普通股股東一起參加剩餘

利潤分配。

本行優先股採取非累積股息支付方式，即未向本次

優先股股東足額派發股息的差額部份，不會累積到

下一計息年度。本行有權取消優先股的派息，且不構

成違約事件。本行可以自由支配取消派息的收益用

於償付其他到期債務。

股息的支付不與本行自身的評級掛鈎，也不隨着評

級變化而調整。

報告期內利潤分配情況

本行於2016年6月7日召開的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

審議批准了如下利潤分配方案：提取法定盈餘公積

金156.86億元人民幣；提取一般準備及法定儲備金
201.44億元人民幣；不提取任意公積金；綜合考慮

本行經營業績、財務狀況，以及本行未來發展對資本

的需求等因素，按照普通股每股派息0.175元人民幣

（稅前）向截至2016年6月23日收市後登記在冊的本行
A股和H股股東分派現金股息。普通股股息總額約為
515.18億元人民幣（稅前）。該分配方案已實施完畢。

本行沒有派發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普通股中期股

息。報告期內，本行未實施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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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於2016年1月19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了

第二期境內優先股的股息分配方案，批准本行於2016

年3月14日派發第二期境內優先股股息，派息總額為
15.40億元人民幣（稅前），股息率為5.50%（稅前）。

該分配方案已實施完畢。

本行於2016年8月30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了

境外優先股和第一期境內優先股的股息分配方案，

批准2016年10月24日派發境外優先股股息，根據本

行境外優先股發行條款，境外優先股股息按人民幣計

價以固定匯率折美元支付，派息總額約為4.39億美元

（稅後），股息率6.75%（稅後）；批准2016年11月21日

派發第一期境內優先股股息，派息總額為19.20億元

人民幣（稅前），股息率6.00%（稅前）。

公司治理狀況

本行公司治理狀況請參見「公司治理」部份。

收購及出售重大資產、企業合併事項

中銀香港（作為賣方）於2015年12月18日就出售南洋

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事宜，與信達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作為買方）及中國信達（香港）控股

有限公司（作為買方保證人）簽訂了股權買賣協議。

有關出售的交割已於2016年5月30日根據股權買賣協

議的條款及條件進行。交割完成後，南洋商業銀行有

限公司不再為本行及中銀香港（控股）的附屬公司。

作為本集團在東盟地區戰略重組計劃的一部份，2016

年6月30日，本行（作為賣方）與中銀香港（作為買方）

分別就買賣馬來西亞中國銀行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以

及中國銀行（泰國）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簽訂了買賣協議。每項擬議轉讓將在其各自先決條

件獲得滿足或得到豁免的前提下完成交割，包括獲

得所需的國內外監管機構的批准等。

詳見本行在上交所網站、香港交易所網站及本行網

站刊登的公告。

重大訴訟、仲裁和媒體普遍質疑事項

本行在正常業務經營中存在若干法律訴訟及仲裁事

項。此外，由於國際經營的範圍和規模，本行有時會

在不同司法轄區內面臨不同類型的訴訟，其中包括

涉及反洗錢等指控。經向專業法律顧問諮詢後，本行

高級管理層認為目前該等法律訴訟及仲裁事項不會

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成果產生重大影響。

報告期內，本行不存在媒體普遍質疑的事項。

重大關聯交易

報告期內，本行無重大關聯交易。報告期末，有關會

計準則下的關聯交易情況見中期財務資料註釋三、
29。

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況

重大託管、承包、租賃事項

報告期內，本行未發生或存續有需披露的重大託管、

承包、租賃其他公司資產的事項，也不存在其他公司

託管、承包、租賃本行重大資產的事項。

重大擔保事項

本行開展對外擔保業務是經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

監會批准的，屬於本行常規的表外項目之一。本行在

開展對外擔保業務時一貫遵循審慎原則，針對擔保

業務的風險制定了具體的管理辦法、操作流程和審批

程序，並據此開展相關業務。除此之外，報告期內，

本行未發生或存續有需披露的其他重大擔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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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大合同

報告期內，本行未發生或存續有需披露的其他重大

合同。

承諾事項

報告期內，據本行所知，本行或持有本行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5%以上股份的股東不存在違反承諾事項的行

為。

本行及本行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持有
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5%以上股份的股東受處
罰情況

報告期內，本行及本行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持有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5%以上股份的股東沒有

受中國證監會立案調查、行政處罰、通報批評和證券

交易所公開譴責的情況發生，也沒有受到其他監管

機構對本行經營有重大影響的處罰。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淨利潤可能為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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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控股股東及其他關聯方非經營性佔用資金情況

報告期內，本行不存在控股股東及其他關聯方非經

營性佔用資金的情況。

募集資金的使用情況

本行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次級債券、供股、二級資本

債券、優先股募集的資金已全部用於補充本行資本，

提升本行資本充足程度。

詳見本行在上交所網站、香港交易所網站及本行網

站刊登的相關公告及中期財務資料註釋。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行上市證券

截至2016年6月30日，本行庫藏股總數約為972萬股。

股權激勵計劃在報告期內的具體實施情況

本行於2005年11月的董事會會議及臨時股東大會上

通過了長期激勵政策，其中包括管理層股票增值權

計劃和員工持股計劃。截至目前，本行管理層股票增

值權計劃和員工持股計劃尚未具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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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權、參股金融企業股權情況

證券投資情況

本行及本行子公司在其正常業務經營中持有證券投資情況如下：

序號 證券品種 證券代碼 證券簡稱

初始

投資金額

（單位：元）

期初

持有數量

期末

持有數量

期末

賬面價值

（單位：元）

佔期末

證券總投資

比例

報告期

收益╱（損失）

（單位：元）

1 股票 002415 海康威視 854,617,169 24,972,639 37,935,900 812,150,790 6.52% 495,088

2 股票 000333 美的集團 719,604,514 31,928,345 32,979,704 780,401,328 6.27% 4,282,231

3 股票 000651 格力電器 749,299,769 34,836,186 34,007,764 652,060,696 5.24% 2,617,823

4 基金 511990 華寶添益 481,970,809 4,839,922 4,897,733 487,626,465 3.91% 5,655,656

5 基金 – GS 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331,583,002 2,962,085 2,962,085 324,118,455 2.60% 16,893,313

6 基金 – NB–High Yield Bond

　Fund (USD) I Acc

297,176,367 3,397,402 2,174,908 296,974,742 2.38% 21,077,111

7 股票 000538 雲南白藥 300,423,499 3,274,879 4,487,068 287,835,449 2.31% 3,593,200

8 基金 511880 銀華日利 279,028,497 2,798,763 2,798,763 282,456,092 2.27% 12,698,820

9 基金 – JPMorgan Funds–

　Emerging Mark

265,266,401 364,564 364,564 279,482,282 2.24% 23,589,750

10 股票 002346 柘中股份 227,214,233 – 12,574,378 233,196,734 1.87% 273,045

期末持有的其他證券投資 8,021,630,901 – – 8,019,076,153 64.39% 1,114,912,124

報告期已出售證券投資損益 – – – – – (923,830,638)

合計 12,527,815,161 – – 12,455,379,186 100.00% 282,257,523

註：
1 本表按期末賬面價值大小排序，列示本集團期末所持前十支證券的情況。
2 本表所述證券投資是指在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中核算的股票、權證、可轉換公司債券

以及開放式基金或封閉式基金等證券投資。
3 「期末持有的其他證券投資」指除本集團期末所持前十支證券之外的其他證券投資。
4 持有數量單位分別為股（股票）、份（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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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權情況

證券代碼 證券簡稱

初始
投資金額

（單位：元）

期初
持有數量

（單位：股）

期初
佔該公司
股權比例

期末
持有數量

（單位：股）

期末
佔該公司
股權比例

期末
賬面價值

（單位：元）
報告期收益
（單位：元）

報告期
股東權益

增加╱（減少）
（單位：元） 會計核算科目 股份來源

549 HK 奇峰化纖 59,084,942 94,841,726 10.95% 94,841,726 10.95% 45,961,714 – (8,754,612) 可供出售股權投資 股改
2008 HK 鳳凰衛視 333,120,637 412,000,000 8.30% 412,000,000 8.30% 609,195,972 – (31,692,276) 可供出售股權投資 股改

合計 392,205,579 – – – – 655,157,686 – (40,446,888)

註：
1 本表列示本集團在長期股權投資、可供出售股權投資中核算的持股比例為5%及以上的其他上市公司股權情況。
2 「報告期收益」指股利收入。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業股權情況

所持對象名稱

初始
投資成本

（單位：元）

期初
佔該公司
股權比例

期末
佔該公司
股權比例

期末
賬面價值

（單位：元）
報告期收益
（單位：元）

報告期股東
權益增加

（單位：元） 會計核算科目 股份來源

中債信用增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00,068,231 17% 17% 1,011,958,032 50,312,257 – 可供出售股權投資 投資

江西銅業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102,489,539 13% 13% 344,957,276 15,774,095 – 投資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投資

湖南華菱鋼鐵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139,055,954 10% 10% 196,143,628 6,587,596 – 投資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投資

合計 1,241,613,724 – – 1,553,058,936 72,673,948 –

註：
1 金融企業包括證券公司、商業銀行、保險公司、期貨公司、信託公司等。
2 本表列示本集團持股比例為5%及以上的非上市金融企業股權情況。
3 期末賬面價值已扣除計提的減值準備。
4 「報告期收益」指股利收入、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投資收益。

稽核委員會

本行稽核委員會目前由6名成員組成，包括非執行董事王勇先生、李巨才先生、獨立董事戴國良先生、Nout 

WELLINK先生、陸正飛先生和梁卓恩先生。主席由獨立董事陸正飛先生擔任。該委員會按照獨立性的原則，協

助董事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內部審計、外部審計等方面實施監督。

本行稽核委員會已審閱本行中期業績，本行外部審計師已按照國際審閱準則2410號對中期報告進行審閱。稽

核委員會已就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準則、會計政策及做法、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項進行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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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會計師事務所情況

本行聘請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作為
2016年度國內審計師及內部控制審計外部審計師，

按照中國會計準則提供相關財務報表審計服務及提

供內部控制審計服務；聘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作為
2016年度國際審計師，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提供

相關財務報表審計服務。

董事、監事認購股份的權益

報告期內，本行、本行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各同系

附屬公司均未訂立任何安排，使董事、監事或其配偶

或18歲以下子女可以購買本行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

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董事、監事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

就本行所知，截至2016年6月30日，本行董事、監事

或其各自的聯繫人均沒有在本行或其相聯法團（按香

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的定義）的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該等權益或

淡倉是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備存的

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

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

知會本行及香港聯交所的權益。

董事、監事的證券交易

根據境內外證券監管機構的有關規定，本行制定、

實施了《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

理人員證券交易管理辦法》（「《管理辦法》」），以規範

本行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證券交易事項。

《管理辦法》與《標準守則》中的強制性規定相比更加

嚴格。本行所有董事及監事均已確認其於報告期內

嚴格遵守了《管理辦法》及《標準守則》的相關規定。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本行2016年中期報告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的要求。

中期報告

可致函本行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

樓）索取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中期報告，或

於本行住所索取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半年度報

告。亦可在下列網址www.boc.cn，www.sse.com.cn，
www.hkexnews.hk閱覽本報告中文和╱或英文版本。

對如何索取本報告或如何在本行網址上閱覽該文件

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行H股股份登記處(852)2862 

8688或本行熱線(86)10-6659 2638。




